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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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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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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生                陈顺平                黄襄信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刘雅芬                黄黎丽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李琛                  黄文明                袁哲长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陈顺平                陈建明                黄襄信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刘雅芬                黄松林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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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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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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公司、蓉中电气、公司、发

行人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蓉联投资 指 南安市蓉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蓉合投资 指 南安市蓉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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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定向发行 指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蓉中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确认

的股票发行事宜 

认购协议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 

定向发明说明书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 

公司章程 指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开源证券、主办券商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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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蓉中电气 

证券代码 872967 

主办券商 开源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52,6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7,02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59,620,000 

发行价格（元） 3.00 

募集资金（元） 21,060,000 

募集现金（元） 21,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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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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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目前《公司章程》未对股东优先认购权做出特殊规定。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于 2021年 1 月 2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册股

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明确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现有股东不享有优

先认购权，该议案已于 2021年 2月 5日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定向发行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合法合规。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8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认购金额 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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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元） 

1 梁海为 1,000,000 3,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 张振梅 1,000,000 3,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3 刘松林 1,000,000 3,00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4 李小祝 2,120,000 6,36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5 

海华控股

（福建)有

限公司 

340,000 1,02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普通非金

融类工商

企业 

6 王锦章 1,000,000 3,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7 吴宇豪 340,000 1,02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8 张养生 220,000 66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合计 - 7,020,000 
21,060,00

0 
- - 

 

（1）上述投资者已开通新三板基础层股票交易权限，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截至本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形，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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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形。上述认购对象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不存在代持情况；不

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性质的发行对象。 

（3）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对象的资金均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公司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或担保。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060,000.00 元，与预计募集资金金额一

致，无需进行实际募集金额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35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发行对象

无自愿限售承诺，无法定限售安排，在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自

律审查通过，并完成股票发行后，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公开转让。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于 2021年 1月 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2月 5日

召开 2020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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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为 21,060,000.00 元，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管理，具体账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 

银行账户：35050165630700002869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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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52 名;本

次股票发行后新增股东 6名，公司股东人数变为 58名，未超过 200人。根据《监督管理

办法》的规定，本次定向发行由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豁免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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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安市蓉联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5,241,211 28.9757% 6,360,338 

2 陈顺平 9,958,789 18.9331% 7,469,092 

3 李振生 9,131,320 17.3599% 6,848,490 

4 李琛 7,387,487 14.0447% 5,540,616 

5 刘松林 2,737,731 5.2048% 0 

6 王炳坤 2,600,000 4.9430% 433,334 

7 蒋兴彪 1,765,300 3.3561% 0 

8 李进 983,659 1.8701% 977,745 

9 洪跃彬 619,803 1.1783% 0 

10 南安市蓉合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500,000 0.9506% 166,668 

合计 50,925,300 96.8163% 27,79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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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安市蓉联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5,241,211 25.5639% 6,360,338 

2 陈顺平 9,958,789 16.7038% 7,469,092 

3 李振生 9,131,320 15.3159% 6,848,490 

4 李琛 7,387,487 12.3910% 5,540,616 

5 刘松林 3,737,731 6.2693% 0 

6 王炳坤 2,600,000 4.3610% 433,334 

7 李小祝 2,120,000 3.5559% 0 

8 蒋兴彪 1,765,300 2.9609% 0 

9 梁海为 1,000,000 1.6773% 0 

10 张振梅 1,000,000 1.6773% 0 

11 王锦章 1,000,000 1.6773% 0 

合计 54,941,838 92.1534% 26,651,870 

 

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1 年 1 月 29 日的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 2021 年 1 月

29日的持股情况以及本次发行的情况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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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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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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3,902 22.25% 11,703,902 19.6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4,129,701 7.85% 4,129,701 6.93%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8,970,114 17.05% 15,990,114 26.8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24,803,717 47.16% 31,823,717 53.38%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3,996,098 26.61% 13,996,098 23.48%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2,389,106 23.55% 12,389,106 20.78%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1,411,079 2.68% 1,411,079 2.37%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27,796,283 52.84% 27,796,283 46.62% 

总股本 52,600,000 100.00 59,62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52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6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58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2106 万元，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经营资金的

压力，公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将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为公司

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对其他股东权益

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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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增加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次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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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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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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联投资持有公司 28.98%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陈顺平直接持有公

司 18.93%股份，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蓉联投资 62.32%的财产份额，持有公司股东蓉合投资

14.00%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唯一普通合伙人担任该两家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间

接支配蓉联投资、蓉合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48.86%表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蓉联投资持有公司 25.56%股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陈顺平直接持有

公司 16.70%股份，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蓉联投资 62.32%的财产份额，持有公司股东蓉合投

资 14.00%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唯一普通合伙人担任该两家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从

而间接支配蓉联投资、蓉合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43.11%表决权，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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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生 董事长 9,131,320 17.3599% 9,131,320 15.3159% 

2 陈顺平 董事、总经理 9,958,789 18.9331% 9,958,789 16.7038% 

3 李琛 监事会主席 7,387,487 14.0447% 7,387,487 12.3910% 

合计 26,477,596 50.3377% 26,477,596 44.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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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0.38 0.34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46 1.86 1.64 

资产负债率 53.93% 55.74% 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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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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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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19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1/3/19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35 

七、 备查文件 

(一)认购公告、认购结果公告及缴款回单 

(二)验资报告 

(三)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四)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五)认购协议 

(六)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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