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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盛泉科技 指 荣成盛泉科技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盛泉集团 指 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章程 指 荣成盛泉科技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荣成盛泉科技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股东大会 指 
荣成盛泉科技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

发行规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办法》 

主办券商、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山东三格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荣成盛泉科技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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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荣成盛泉科技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盛泉科技 

证券代码 873241 

主办券商 西南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60,4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5,6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66,000,000 

发行价格（元） 6.00 

募集资金（元） 33,600,000.00 

募集现金（元） 33,6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

产认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发行人应当按照

《公众公司办法》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决议中明确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根据《公司章

程》第十三条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2020 年 9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议案中已说明“公司在

册股东无本次发行优先认购权”。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2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认购金额 认购 发行对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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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股） （元） 方式 

1 盛泉集团 3,600,000 21,600,0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

投资者 

控股股

东、实际

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

动人 

2 邱龑模 2,000,000 12,0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控股股

东、实际

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

动人 

合

计 
- 5,600,000 33,600,000.00 - - 

 

1.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信息如下： 

（1）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名称 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82614084552B 

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30000 万元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 200

号 

成立时间 1999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管道安装，装饰装修，制造销售

水泥制品；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苗木种植、

销售，食品、医药、电子、新能源、船舶工

程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养老机构托管服

务，对养老企业投资，提供企业资产重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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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投资的咨询服务，生态农业旅游观

光，果蔬采摘，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盛泉集团主营业务为科技孵化、文化旅游，实缴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具有实际经营

业务，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盛泉集团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规

定。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政府

部门公示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等，盛泉集团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

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提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邱龑模，中国公民，男，1965年 10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 年 6 月

至 1992 年 12 月，任山东省荣成市虎山镇邱家村建筑工程队会计；1993年 2 月至 1999 年

7 月，任山东省荣成市虎山镇邱家村建筑工程队经理；1999 年 7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任

荣成盛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年 11 月至今，任盛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2009 年 12 月至今，历任盛泉科技执行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2014 年

12 月至今，任山东盛泉养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泉集团系公司在册股东、邱龑模系公司董事长，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规定。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政

府部门公示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等，盛泉集团和邱龑模均不属于《关于对失

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提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一致，不存

在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的情况。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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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中邱龑模为公司董事长，其新增的股份将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办理法定限售。本次股票

发行其余认购对象不存在限售情形，其余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和安排。本次新增股

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决定设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荣成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20630078801000000660。截至 2020 年 12月 11 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将投资

款实缴至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 2020 年 11月 14 日，公司已和主办券商西南证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威海荣成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

户管理。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主要股东不涉及国资和外资，公司也不属于金融、类金融企业，因此本次定

向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2、本次发行对象为境内自然人邱龑模和境内法人盛泉集团，其中邱龑模无外国永久

居留权，盛泉集团不涉及国资及外资，不属于金融、类金融企业，因此发行对象也不需要

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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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盛泉集团有限公

司 

55,380,000 91.69% 20,000,000 

2 荣成盛鑫大数据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2,622,000 4.34% 0 

3 威海盛信文旅康

养产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 3.31% 0 

4 邱威 398,000 0.66% 300,000 

合计 60,400,000 100.00% 20,300,0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盛泉集团有限公

司 

58,980,000 89.36% 20,000,000 

2 荣成盛鑫大数据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2,622,000 3.98% 0 

3 邱龑模 2,000,000 3.03% 1,500,000 

4 威海盛信文旅康

养产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 3.03% 0 

5 邱威 398,000 0.60% 300,000 

合计 66,000,000 100.00% 21,800,000 

 

 

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持股情况系依据审议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0年

9 月 18 日为基准日。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

（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5,380,000 58.58% 39,480,000 59.8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98,000 0.16% 598,000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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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0       

4、其它 4,622,000 7.65% 4,622,000 7.00%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40,100,000 66.39% 44,200,000 66.97%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0,000,000 33.12% 21,500,000 32.58%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00,000 0.50% 1,800,000 2.73% 

3、核心员工         

4、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20,300,000 33.62% 21,800,000 33.03% 

总股本 60,400,000 100.00 66,00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4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5人。 

本次发行后新增股东邱龑模，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规模有所提升，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降低，资本

结构得以改善；公司的现金储备增加，有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促进

公司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另外，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有所增

加，现金总量得以提高。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盛泉集团持有公司 55,380,000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91.69%，为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按认缴金额计算，自然人邱龑模持有盛泉集团 83.12%的股权，按实缴金额

计算，自然人邱龑模持有盛泉集团 97.00%的股权，能够对盛泉集团实际控制，系盛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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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盛泉集团持有公司 58,980,000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89.36%，仍为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邱龑模直接持有公司 2,000,000 股股票。同时，按认缴金额计算，自然人

邱龑模持有盛泉集团 83.12%的股权，按实缴金额计算，自然人邱龑模持有盛泉集团 97.00%

的股权，因此邱龑模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影

响公司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稳定。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邱龑模 董事长 0 0.00% 2,000,000 3.03% 

2 马越 董事、总经

理 

0 0.00% 0 0.00% 

3 刘艳新 董事 0 0.00% 0 0.00% 

4 常馨 董事 0 0.00% 0 0.00% 

5 陈红霞 董事 0 0.00% 0 0.00% 

6 刘文明 监事会主席 0 0.00% 0 0.00% 

7 邱威 监事 398,000 0.66% 398,000 0.66% 

8 李明辉 监事 0 0.00% 0 0.00% 

9 康健 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

秘书 

0 0.00% 0 0.00% 

合计 398,000 0.66% 2,398,000 3.69%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9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0.02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5.21 2.63 2.40 

资产负债率 7.77% 5.62% 4.68%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形。 

四、 特殊投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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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盛泉科技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0-

035）。 

2020 年 9 月 22 日，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的反馈

意见要求，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并重新披露，主要对公司股票

定向发行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月 22

日披露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0-041）。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规定，本次修订不涉及发行

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关发行事项无重大调整，无

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2020 年 11 月 26 日，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的反馈

意见要求，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并重新披露，主要对涉及更换

签字会计师的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披露的《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二）》（公告编号：2020-047）。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规定，本次修订不涉及发行

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关发行事项无重大调整，无

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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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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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1、发行人关于定向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和监事会决议； 

2、发行人关于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3、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二） 

4、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5、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6、验资报告； 

7、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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