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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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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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田建国                李彬                  王建斌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朱士太                宋鹏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惠宝胜                张静                  朱方余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田建国                李彬                  王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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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成月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4/16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19 

目录 

声明 ..............................................................................................................................................- 2 - 

目录 ..............................................................................................................................................- 3 - 

释义 ..............................................................................................................................................- 4 -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5 -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 7 -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 - 10 - 

四、 特殊投资条款 ............................................................................................................ - 10 -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 - 10 - 

六、 有关声明 .................................................................................................................... - 11 - 

七、 备查文件 .................................................................................................................... - 12 -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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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迈特、公司、发行

人 
指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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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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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斯迈特

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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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认购协议 

定向发明说明书 指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

发行说明书 

公司章程 指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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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斯迈特 

证券代码 873571 

主办券商 开源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200,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4,2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24,200,000 

发行价格（元） 2.50 

募集资金（元） 10,500,000 

募集现金（元） 1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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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股票发

行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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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0日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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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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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田建国 4,158,000 10,395,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控股股

东、实际

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

动人 

2 李彬 42,000 105,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合计 - 4,200,000 10,500,000 - - 

 

 

（1）本次发行对象均为公司股东，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 

田建国为在册股东滁州市斯迈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

其 99%财产份额，李彬系田建国配偶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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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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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无自愿限售承诺，发行对象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本次

股票发行而持有的新增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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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

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及《关于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议案。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为 10,500,000.00 元，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来安支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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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斯迈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中国银行来安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户：179761254738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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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系注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境内的中国民营企业，不属于国有投资企业

或外商投资企业，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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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建国 17,800,000 89% 17,800,000 

2 滁州市斯迈特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000,000 10% 2,000,000 

3 李彬 200,000 1%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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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000,000 1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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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建国 21,958,000 90.74% 20,918,500 

2 滁州市斯迈特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000,000 8.26% 2,000,000 

3 李彬 242,000 1.00% 231,500 

合计 24,200,000 100.00% 23,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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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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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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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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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039,500 4.3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 10,500 0.04%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0 0% 0 0%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0 0% 1,050,000 4.34%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9,800,000 99% 22,918,500 94.7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00,000 1% 231,500 0.96%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0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20,000,000 100% 23,150,000 95.66% 

总股本 20,000,000 100.00% 24,2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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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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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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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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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国持有公司 89.00%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担任斯迈特（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 10%股份的表决权，合计持有公司 99.00%表决权，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田建国持有公司 90.74%股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担任斯迈特（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 8.26%股份的表决权，合计持有公司 9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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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建国 董事长、总经

理 

17,800,000 89.00% 21,958,000 90.74% 

2 李彬 董事、董事会

秘书 

200,000 1.00% 242,000 1.00% 

合计 18,000,000 90.00% 22,200,000 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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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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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5 0.45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94 2.48 2.05 

资产负债率 34.27% 24.46%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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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16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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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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