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07 

- 1 -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龙璧工业城13#2层 

 

 

 

 

  

 

 

主办券商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112号滨江金融中心

T3、T4及裙房718 

2021年2月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07 

- 2 -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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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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富科技、本公司、公司或股份公司 指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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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本次定向发行 指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

一次定向发行股票 

主办券商、财信证券 指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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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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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置富科技 

证券代码 838696 

主办券商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前总股本（股） 98,188,650 

实际发行数量（股） 8,4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106,588,650 

发行价格（元） 3.00 

募集资金（元） 25,200,000 

募集现金（元） 2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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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在公司股票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间，公

司进行定向发行股份的，在定向发行前的在册股东对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不具有优先认购

权”。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安排》，本次定向发行现

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公司对现有在册股东参与本次定向发行不做优先认购安排。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3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1 曾少彬 1,000,000.00 3,000,000.00 现金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 李晓春 1,700,000.00 5,100,000.00 现金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3 

深圳市瑞兰

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

5,700,000.00 17,100,000.00 现金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私募基金

管理人或

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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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

伙） 

合

计 
- 8,400,000.00 25,200,000.00 - - 

 

曾少彬，男，身份证号 4403061977********，中国国籍，拥有香港居留权，在册投资

者，已开立证券账户 0002468***，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李晓春，男，身份证号 4405221972********，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新增投

资者，已开立证券账户 0129112***，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瑞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资本 1180 万元人民币，成立

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914403005967519129，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拉

萨纳兰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瑞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智慧广场 A栋 901-A。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

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已于 2014年 4月 29日取得私募基金备案证明，备案基金编号

SD4220。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6420891-5，登记时间 2014年 4月 29日，登记编号 P1001479。 

深圳市瑞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持股平台，不存在股权代持的

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已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创新科技广场证券营

业部开通新三板交易权限，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参与本次股票发行。 

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及出具的承诺函，

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根据《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3.00 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8,400,000 股（含），预计募集资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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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超过 25,200,000 元（含）。根据投资者认购缴款情况，实际认购股票数量为 8,400,000 

股，募集资金金额为 25,200,000 元，其中 20,200,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5,000,000

元用于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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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除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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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规定的要求办理股份限售外，无自愿限售情形。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0年 11月 11 日和 2020年 11月 26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和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

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已对本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履行

了相关审议程序。 

针对本次定向发行，公司已在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88000019724 

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发行对

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汇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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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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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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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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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现有股东中不存在国有法人股东，

无需履行国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公司现有股东中，控股股东、实控人肖军为境外自然人（香港），持有公司股份

60,490,335股，持股比例 61.6062%，公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 

根据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

投资法》”），商务主管部门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审批、备案制度，建立

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

信息报告办法》（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令 2019 年第 2号）及《关于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有关事项的公告》（商务部公告 2019 年第 62 号）的有关规定，2020 年 1 月 1 日起设立

或发生变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需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或变更备案，只需通过企业登

记系统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即可。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公司无需履行外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2、发行对象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 2 名为自然人投资者、1名为已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国资、

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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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军 60,490,335.00 61.61% 45,367,752 

2 陈学雷 9,076,200.00 9.24% - 

3 谢朝兰 2,905,863.00 2.96% 2,179,399 

4 郑燕云 2,157,125.00 2.20% -  

5 周文婷 1,459,910.00 1.49% -  

6 李海祯 983,115.00 1.00% 737,336 

7 李卫平 827,820.00 0.84% - 

8 陈筱兰 827,750.00 0.84% -  

9 陶国荣 689,850.00 0.70% -  

10 夏青山 648,461.00 0.66% - 

合计 80,066,429.00 81.54% 48,284,4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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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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军 60,490,335.00 56.75% 45,367,752 

2 陈学雷 9,076,200.00 8.52% - 

3 深圳市瑞兰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700,000.00 5.35% - 

4 谢朝兰 2,905,863.00 2.73% 2,179,399 

5 郑燕云 2,157,125.00 2.02% - 

6 周文婷 1,459,910.00 1.37% - 

7 李晓春 1,700,000.00 1.59% - 

8 曾少彬 1,054,890.00 0.99% - 

9 李海祯 983,115.00 0.92% 737,336 

10 李卫平 827,820.00 0.78% - 

合计 86,355,258.00 81.02% 48,284,487.00 

 

（1）发行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2）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中新增了深圳市瑞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李晓春、曾少彬。 

（3）以上表格中发行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均以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20年 11

月 19日）股东名册信息为准，发行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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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2,583.00 15.40% 15,122,583.00 14.19%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981,014.00 1.00% 981,014.00 0.92% 

3、核心员工 98,303.00 0.10% 98,303.00 0.09% 

4、其它 14,043,266.00 14.30% 41,176,888.00 38.63%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48,978,788.00 49.88% 57,378,788 53.83%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45,367,752 46.20% 45,367,752 42.56%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629,943 1.66% 1,629,943 1.53% 

3、核心员工 32,768 0.03% 32,76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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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2,179,399 2.22% 2,179,399 2.04%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49,209,862 50.12% 49,209,862 46.17% 

总股本 98,188,650 100.00% 106,588,65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59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2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161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总资产、净资产、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指标

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改善公司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及偿债

风险，提高公司资金流动性，提高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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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专注于存储类和充电类周边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本次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购买生产闪存产品所需的生产、测试、包装等相关设

备。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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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军先生持有公司 60,490,335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61.61%，是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肖军先生持有公司 60,490,335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56.75%，公司第一大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肖军先生。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均不会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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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军 董事长兼

总经理 

60,490,335 61.61% 60,490,335 56.75% 

2 李海祯 副董事长 983,115 1.00% 983,115 0.92% 

3 江晓敏 董事 524,286 0.53% 524,286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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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杰 董事 458,750 0.47% 458,750 0.43% 

5 卢健明 监事 644,806 0.66% 644,806 0.60% 

6 何四化 核心员工 87,381 0.09% 87,381 0.08% 

7 王媚 核心员工 43,690 0.04% 43,690 0.04% 

合计 63,232,363 64.40% 63,232,363 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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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0.18 -0.16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28 1.08 1.23 

资产负债率 68.90% 65.83% 60.89% 

注：计算发行后指标采用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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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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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定向发行说明书 披露时间 
履行的审议程

序 
主要调整内容 

1 第一次修订 2021年 1月 12日 

不涉及重大调

整，无需履行

审议程序。 

本次定向发行为不确定

发行对象的发行，公司

取得股转公司的无异议

函后，及时确定发行对

象，对定向发行说明书

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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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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2、《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3、《验资报告》； 

4、《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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