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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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科技 指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主办券商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股东大会 指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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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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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新之科技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405.00

万股股票之行为 

认购人 指 本次发行对象 

在册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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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新之科技 

证券代码 836780 

主办券商 海通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45,858,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4,05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49,908,000 

发行价格（元） 3.7 

募集资金（元） 14,985,000 

募集现金（元） 14,9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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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 15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进行股

票定向发行的决议。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定向发行。后于 2020年 11月 02日召开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202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

订稿），决议批准本次定向发行。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第十五条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股票发行时，不安排现

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现有股东是指股票发行时股权登记日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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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金胶

州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4,050,000 14,985,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企业

或机构 

合计 - 4,050,000 14,98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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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树礼 

注册资本 壹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 2015年 7月 7日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营业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投资建设，公路、 

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临空经济区建设项 

目投资建设，股权投资（以上未经金融监督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棚户区改造、农村 

社区改造，公共租赁房屋建设，房地产开发 

经营，土地整理，房屋租赁，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园林绿化工程、道路工程设计、施工， 

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苗木、花卉、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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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已在中泰证券胶州福州南路证券营业部开

立证券账户，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中关于投资者

申请参与基础层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和交易

的相关规定，已经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的交易权限。 

（2）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是否符合适当性要求 

①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对本次发行对象检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zhixing/）、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②是否为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且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法人、

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③是否存在股份代持 

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函，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④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发行对象所出具的承诺函及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文件，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

源于自有的合法资金。 

⑤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 

本次认购对象 1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中关于投资者认购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投资者资格。 

⑥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属于核心员工、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核心员工。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相关声明文件，发行对象不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金额为 14,985,000.00元，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无其他投入安排。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的对象为外部投资者，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所认购股份均为无限

售条件的普通股。本次定向发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审查通过后，新增股

票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1、募集资金内控制度、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公司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

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

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

露要求。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信息披露等做出了明确

规定，要求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公司董事会负责募集资金制度的有效实施。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0年 7月 2日召

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对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履行了审议程序。 

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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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账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银行账号：532910451410999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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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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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公司现有股东中不存在外资股东，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

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不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2、发行对象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胶州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 100%持股的

国有独资企业。胶州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已取得《胶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购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批复》（胶国

资委【2019】41 号），发行对象本次认购公司股份行为已履行国资审批程序。 

 

(十) 其他说明 

1、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2、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3、公司及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认 

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关于 

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 

5、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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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杰卡 13,896,400 30.30% 2,340,000 

2 陆增 10,091,400 22.01% 3,515,550 

3 安徽双赢再生资

源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13.08% 0 

4 国道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国

道新之1号新三板

投资基金 

4,585,800 10.00% 0 

5 宁波鑫加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585,800 10.00% 2,080,000 

6 张海刚 2,292,900 5.00% 0 

7 王铁英 2,000,000 4.36% 0 

8 吕国荣 1,400,100 3.05% 0 

9 马伟 389,500 0.85% 0 

10 张玉虹 200,000 0.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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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5,441,900 99.09% 7,93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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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杰卡 13,896,400 27.84% 2,340,000 

2 陆增 10,091,400 20.22% 3,515,550 

3 安徽双赢再生资

源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12.02% 0 

4 宁波鑫加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585,800 9.19% 2,080,000 

5 青岛金胶州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4,050,000 8.11% 0 

6 张海刚 2,292,900 4.59% 0 

7 国道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国

道新之1号新三板

投资基金 

2,292,900 4.59% 0 

8 王铁英 2,000,000 4.01% 0 

9 马伟 1,450,800 2.91% 0 

10 吕国荣 1,400,100 2.81% 0 

合计 48,060,300 96.29% 7,935,550 

 

 

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权登记日（2020年 11月 10日）

的股东名册。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依据 2021年 3月 31日的股东名册预测，发行完

成后，除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入公司前十大股东外，不存在其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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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6,400 25.2004% 11,556,400 23.1554%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6,575,850 14.3396% 6,575,850 13.1759% 

3、核心员工 0 0.0000% 0 0.0000% 

4、其它 19,790,200 43.1550% 23,840,200 47.7683%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37,922,450 82.6954% 41,972,450 84.0996%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340,000 5.1027% 2,340,000 4.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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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515,550 7.6662% 3,515,550 7.0441% 

3、核心员工 0 0.0000% 0 0.0000% 

4、其它 2,269,150 4.9482% 2,269,150 4.5467%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7,935,550 17.3046% 7,935,550 15.9004% 

总股本 45,858,000 100.0000% 49,908,000 100.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最新股东名册（2021年3月31日），发行前股东人数为63人，本次股票定向发

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为64人。 

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权登记日（2020年 11月 10日）股东人数为 59名，其中包括自然

人股东 53 名、机构股东 6名；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发行，发行对象合计 1 名，发

行对象为法人股东。根据公司最新股东名册（2021 年 3 月 31 日），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63

人，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57名，机构股东 6名。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64名，其中包

括自然人股东 57 名、机构股东 7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增加 14,985,000.00 元，总资产增加 14,985,000.00

元；股本增加 4,050,000.00 元，所有者权益增加 14,985,000.00 元。公司资本结构得到进

一步优化，流动资金得到补充，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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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应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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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后，龚杰卡直接、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36.11%的股份，可支配的公司表决

权为 37.03%，仍然超过 30.00%，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后，公司控制权将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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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杰卡 董事长 13,896,400 30.3031% 13,896,400 27.8440% 

2 陆增 董事、总经 10,091,400 22.0058% 10,091,400 2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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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务负责

人 

3 马伟 董事 1,450,800 3.1637% 1,450,800 2.9069% 

合计 25,438,600 55.4726% 25,438,600 50.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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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0.28 0.26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33 2.61 2.40 

资产负债率 45.45% 48.76%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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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年 6月 15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进行确定对象股票定向发行的决议。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定向发行。后于 2020年 11 月 02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修改为不确定对象股票定向发行同时更新财务数据。2020 年

1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2/3以上

通过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决议批准本次定向发行。2020 年 12 月 30 日，根据

全国股转公司的反馈意见，《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反馈稿）》对发行对象确定方法、公司

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关于本次发行是否需要履行核准程序的核查意见等有关内容进行补充

和调整。2021年 1月 12日，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二次修订稿）》确定发行对象

并补充相关内容。2021年 1月 28日，《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二次反馈稿）》对本次发

行对象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相关内容进行补充。 

除上述调整外，不涉及股票发行数量、发行价格、认购方式、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办法、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其他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影响的调整，无需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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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二）公司关于定向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三）公司关于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五）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主办券商定向发行推荐工作报告； 

（七）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书； 

（八）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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