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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公告 
 

一、本次超额配售情况 

根据《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

选层挂牌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按

本次发行价格5.80元/股于2020年12月15日（T日）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150万股，

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超额配售股票全部通过向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延期

交付的方式获得。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情况  

浩淼科技于2020年12月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在精

选层挂牌交易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含第30个自然日，即自2020年12月25日至

2021年1月23日），获授权主承销商有权使用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以竞价交

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且申报买入价格不得超过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截至2021年1月23日日终国元证券已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

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318,451股，本次购买股票支付总金额为

184.71万元（含经手费、过户费），最高价格为5.80元/股，最低价格为5.75元/

股，加权平均价格为5.80元/股；公司利用剩余资金按照本次发行价格5.80元/

股，新增发行股票数量1,181,549股，由此发行总股数扩大至11,181,549股，公

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66,290,000股增加至77,471,549股，发行总股数约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14.43%。公司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6,852,984.20元，连同初始发

行规模量10,000,000股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58,000,000.00元，本次发行最

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64,852,984.2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3,312,264.1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51,540,720.05元。



 

三、超额配售股票和资金交付情况 

超额配售股票通过向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方式获得。根

据战略投资者与公司签署《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战略投资者与

主承销商签署的《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超额配售股票延期交付协

议》，本次战略投资者同意延期支付股份的安排如下： 

序号 做出延期交付安排的投资者名称 

延期交付的股

票数量（万

股） 

本次发行获配总

数量（万股） 

限售期

限安排 

1 
滁州国元种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45.00 60.00 6 个月 

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50 30.00 6 个月 

3 共青城广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50 30.00 6 个月 

4 中裕软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50 30.00 6 个月 

5 
滁州中安创投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2.50 30.00 6 个月 

6 明光跃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 20.00 6 个月 

公司自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后的3个交易日内将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上述延期交付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2020年12月

25日）开始计算。 

四、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21年1月23日后市稳定期结束，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前后公司股

份变动情况具体为： 

超额配售选择权股份来源（增发及/或以竞价交易方式赎

回）： 
增发及竞价交易方式赎回 

超额配售选择权专门账户： 0899252071 

一、增发股份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增发股份总量（股）： 1,181,549 

二、以竞价交易方式购回股份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拟变更类别的股份总量（股）： 318,451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浩淼科技主要股东持股及锁定期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未行使超

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后（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 
限售期限 

数量

（股） 

占比

（%） 

数量

（股） 

占比

（%） 

数量

（股） 

占比

（%） 

一、限售流通股 



 

倪军 15,275,000 23.0427 15,275,000 20.0223 15,275,000 19.7169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可转让持有

公司股份的25%，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倪代红 10,275,000 15.5001 10,275,000 13.4683 10,276,200 13.2645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2020年

7月24日起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在其离职后半

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倪红艳 9,933,000 14.9842 9,933,000 13.0201 9,941,000 12.8318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可转让持有

公司股份的25%，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倪海燕 9,782,000 14.7564 9,782,000 12.8221 9,782,000 12.6266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可转让持有

公司股份的25%，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倪世和 4,000,000 6.0341 4,000,000 5.2432 4,000,000 5.1632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 

天睿投资 3,850,000 5.8078 3,850,000 5.0465 3,850,000 4.9696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 

张睿鑫 100 0.0002 1,100 0.0014 5,000 0.0065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 

张红 4,280,000 6.4565 4,280,000 5.6102 4,280,000 5.5246 

2020年7月24日起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在其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徐亮 750 0.0011 750 0.0010 750 0.0010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可转让持有公司股份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郭刚建 171,000 0.2580 171,000 0.2241 171,450 0.2213 

张正明 112,500 0.1697 112,500 0.1475 112,500 0.1452 

段永成 112,500 0.1697 112,500 0.1475 112,500 0.1452 

姜其虎 113,250 0.1708 113,250 0.1484 113,250 0.1462 

陈浩 112,500 0.1697 112,500 0.1475 112,500 0.1452 

滁州国元种

子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公

司 

- - 150,000 0.1966 600,000 0.7745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六个月 

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 75,000 0.0983 300,000 0.3872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六个月 



 

共青城广慧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 75,000 0.0983 300,000 0.3872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六个月 

中裕软管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 - 75,000 0.0983 300,000 0.3872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六个月 

滁州中安创

投新兴产业

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 - 75,000 0.0983 300,000 0.3872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六个月 

明光跃龙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 - 50,000 0.0655 200,000 0.2582 
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锁定六个月 

小计 58,017,600 87.5209 58,518,600 76.7055 60,032,150 77.4893 - 

二、无限售流通股 

小计 8,272,400 12.4791 17,771,400 23.2945 17,439,399 22.5107 - 

合计 66,290,000 100.0000 76,290,000 100.0000 77,471,549 100.0000 - 

注：若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系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五、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对应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因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新增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6,852,984.2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6,852,984.20元，将用于“智能应急消

防救援装备产业化项目”、“消防车制造基地智能化与信息化升级项目”和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用途已经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0年6月11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非上市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及要

求，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存放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并会同国元证券与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

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并将本次行使超额配

售选择权对应的募集资金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632534785（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六、对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的意见  

2020年5月22日，浩淼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的议案》等与挂牌

相关的议案，并决定将该等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0年6月11日，浩淼科技

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进一步确定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发行数量及超

额配售选择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0年9月30日，公司召开2020年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一步确定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精选层挂牌发行数量及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发行

方案相关条款进行了明确。 

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

牌超额配售选择权于2021年1月23日行使完毕。截至2021年1月23日日终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部分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

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318,451股；公司利用剩余资金按照本次发行价格新增发

行股票数量1,181,549股，本次发行总股数扩大至11,181,549股，公司总股本由

发行前的66,290,000股增加至77,471,549股。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合法、

合规，实施情况符合相关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方案要求，已实现预期效果。 

经国元证券、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核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对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的授权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符合相关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方案要求；公开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

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25%，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规则（试行）》有关规定；董事会已对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发表

意见。 



 

 

特此公告。 

 

 

 
 

发行人：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此页无正文，为《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公告》盖章

页） 

 

 

 

 

 

 

 

 

 

发行人：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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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