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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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公司、中延菌业 指 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陈姗瑜 

发行对象、一诚投资 指 成都一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九州证券 指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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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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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中延菌业 

证券代码 873390 

主办券商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前总股本（股） 80,930,233 

实际发行数量（股） 3,9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84,830,233 

发行价格（元） 4.94 

募集资金（元） 19,266,000 

募集现金（元） 19,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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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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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和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本次发行现有股东无

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现有股东是指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1 月 9 日）的在

册股东。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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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诚投资 3,900,000 19,266,000 现金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企业

或机构 

合计 - 3,900,000 19,266,000 - - 

 

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不确定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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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9 日，全国股转公司认为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符合其股票定向发行要求，

并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

系统函[2020]4038 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 

公司取得《无异议函》后，及时确定了具体发行对象，本次发行的对象为 1 名合格机构

投资者，不属于在册股东。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3,900,000 股（含 3,900,000 股），股票

认购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94 元，认购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266,000 元（含 19,266,000 元）。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一诚投资。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发行

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1 
一 诚

投资 

新 增 投

资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非自然

人投资者 
3,900,000 19,266,000 现金 

合计 - - - - 3,900,000 19,266,000 - 

本次发行对象为一诚投资，成立于 2010 年 4月 8 日，注册资本 25,000,000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0553556869J，注册地址为：成都高新区西芯大道 5号。经营范围：项

目投资：投资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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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 

发行对象已开立证券账户，且开通股份转让权限，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因此本次定

向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业务指南》规定的投资者适当性要

求。 

3、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及是否存在股权代持行为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署的《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协议》和发行对象出具的《股份不存在

代持的承诺函》，公司本次发行对象是以自有资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代他人

持股、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根据公司在 2021 年 3 月 5 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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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eq.com.cn）的《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本次定

向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266,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9,266,000 元。 

因此，不存在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的事项发生时所需做出的投入安排。本次募

集资金的用途，公司将依据《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版）》中披露的用途使用。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将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 

1、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对象非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此次定向发行不存在

法定限售情形； 

2、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综上，本次新增股份不存在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经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召

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并已提交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及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079）、《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及《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 

公司已开设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华安支行 

账户号：414380477875 

发行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全额汇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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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漳州华安支行签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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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本次定向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审

批或备案程序。公司控股股东陈姗瑜为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商投资法》的规定，同时经与公司所在地商务部门的沟通结果，本次发行应当办理完工

商变更手续后，在公司所在地商务局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 

2、发行对象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一诚投资，于 2010 年 4 月 8 日设立于四川省成都市，注册资本

25,000,000 元，从事投资管理咨询业务。对于本次认购无需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

同时，认购对象出具了《认购对象声明与承诺函》，承诺“本企业就本次发行认购股票，

已履行内部程序，无需履行国资、外商等主管部门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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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姗瑜 39,003,434 48.19% 29,252,576 

2 中延天绿 18,996,566 23.47% 0 

3 华创毅达 22,930,233 28.33% 0 

合计 80,930,233 100.00% 29,252,576 

注：上表中公司持股比例合计不等于 100.00%，系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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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姗瑜 39,003,434 45.98% 29,252,576 

2 中延天绿 18,996,566 22.39% 0 

3 华创毅达 22,930,233 27.03% 0 

4 一诚投资 3,900,000 4.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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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4,830,233 100.00% 29,252,576 

 

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审议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0 年 11 月 9 日的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 2020 年 11 月 9 日

的持股情况以及本次发行的情况合并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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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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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0,858 12.05% 9,750,858 11.49%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00% 0 0.00%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41,926,799 51.81% 45,826,799 54.0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51,677,657 63.85% 55,577,657 65.52%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9,252,576 36.15% 29,252,576 34.48%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00% 0 0.00%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29,252,576 36.15% 29,252,576 34.48% 

总股本 80,930,233 100.00% 84,830,233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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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增加一诚投资，持股比例为 4.60%，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均为陈姗瑜，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作为测算依据，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

资产结构变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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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资产（元） 392,352,189.71 411,618,189.71 

总负债（元） 126,740,353.91 126,740,353.91 

股东权益（元） 265,611,835.80 284,877,835.80 

资产负债率（%） 32.30 30.79% 

 

本次公司发行的股份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266,000 元。其中，

3,900,000 元计入注册资本，15,366,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

本变更为 84,830,233 元，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趋于健康合理，公司整

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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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前主营业务为食用菌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发行后主营业务和结构均不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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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 84,830,233 股，陈姗瑜持有公司 39,003,434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45.98%，鉴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明显低于陈姗瑜，且陈姗瑜仍将担任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董事长，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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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姗瑜 董事长 39,003,434 48.19% 39,003,434 45.98% 

合计 39,003,434 48.19% 39,003,434 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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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0.50 0.34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88 2.30 1.57 

资产负债率 61.71% 57.67% 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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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定向发行后，2019 年度的财务指标以公司经审计 2019 年度报告为基础，按照

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摊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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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次序 

披露 

时间 

履行的 

审议程序 
公告名称 调整内容概述 

第一次

调整 

2020 年

11 月 20

日 

无 

《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更

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6）；《福建省中

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定向

发行说明书》（更正后)》

（公告编号：2020-087）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就本

次《定向发行说明书》的

反馈意见，对《定向发行

说明书》中的利润分配情

况及财务指标等内容进

行更正及补充披露。 

第二次

调整 

2020 年

12 月 9

日 

无 

《关于福建省中延菌菇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的修订说明公告》（公告

编号：2020-089）；《福

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

版 ）》（ 公告编 号：

2020-090） 

公司在编制 2020 年第二

次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文

件时，公司 2020 年第三

季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

完毕，需要更新《定向发

行说明书（更正后）》中

关于权益分派的相关事

项描述。同时，对《定向

发行说明书（更正后）》

中涉及到的部分文字描

述进行修订。 

第三次

调整 

2020 年

12 月 22

日 

无 

《关于<福建省中延菌菇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修订版）>的修订说明

公 告》（ 公告编 号：

2020-094）；《福建省中

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定向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就本

次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

反馈意见，对《定向发行

说明书》中的会计师事务

所声明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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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说明书（二次修订

版 ）》（ 公告编 号：

2020-095） 

第四次

调整 

2021 年

2 月 23

日 

无 

《关于<福建省中延菌菇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二次修订版）>的修订

说明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7）；《福建省中

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定向

发行说明书（第三次修订

版 ）》（ 公告编 号：

2021-008） 

公司自取得无异议函后

确定了本次定向发行的

发行对象、认购价格及认

购数量。公司对《定向发

行说明书》中的相关内容

进行补充披露。 

除上述调整之外，《定向发行说明书》不涉及其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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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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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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五）《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七）《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福建省中延菌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次修订

版）》 

（九）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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