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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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股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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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对象、认购人 指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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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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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公司、科隆智谷、发行人 指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建科、建科实业、有限公司 指 
惠州市建科实业有限公司，系科隆智谷前

身 

深圳科隆、科隆实业  
深圳市科隆实业有限公司，系科隆智谷控

股股东 

鸿基盛世  
惠州市鸿基盛世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股东大会 指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 

董事会 指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国融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

主办券商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

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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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科隆智谷 

证券代码 872313 

主办券商 国融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54,237,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5,237,5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59,474,500.00 

发行价格（元） 4.80 

募集资金（元） 25,140,000.00 

募集现金（元） 25,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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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对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权没有特殊规定。 

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现有在册股东无本次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的议案》，明确本次定向发行对现有股东不做优先认购安排，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本次定向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公司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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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1 

惠州市中

小微企业

发展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208,333.00 2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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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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州创盈

健科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9,167.00 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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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 5,237,500.00 25,140,000.00 - - 

 

 

1、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MA4WRDJ90X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30 日 

经营期限：2017 年 06 月 30 日至 2025 年 06 月 30 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1,111.1111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易瑜) 

住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华泰南路 2 号科创中心 1 号楼 208 房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

登记备案手续，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03 月 08 日，基金编号为 SCL889，基金类型为股权投

资基金。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时间为 

2016 年 07 月 15 日，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32281，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人。 

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开立证券账户，并已开通一类合格

投资者交易权限，符合参与本次股票发行和交易的条件。 

（2）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MFH200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06 日 

经营期限：2017 年 12 月 06 日至长期 

公司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246.1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晗）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X1301-G5024（集群注册）(JM)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登记备案

手续，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05 月 03 日，基金编号为 SCE438，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基金。

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8 日，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27088，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人。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开立证券账户，并已开通一类合格投资者交

易权限，符合参与本次股票发行和交易的条件。 

2、 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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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3、 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说明 

上述发行对象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发行对象范围。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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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次发行对象已开立股转系统证券账户并开通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相应权限，公司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境外投资者情况，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对发行对象检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相关网站公示信息，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

发行对象不存在属于失信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

管问答》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是否为持股平台 

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其对外投资标的有

惠州粤铂星五号商务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其对外投资标的有佛山

粤财互联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粤财互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广州创盈健

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

的持股平台。 

（3） 是否存在股权代持 

经核查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函，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4） 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委托持股等情形，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代持情形，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25,140,000.00元，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1、法定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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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本次股票发行最终认购的发行对象同时亦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则需

要遵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

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

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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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

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

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认购对象如涉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限售要求的，需要遵守相关限售要求。 

2、无限售安排的说明 

认购对象对本次认购的股票无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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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 03 月 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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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26日，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履行了相关审批程

序，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大浪支行 

银行账号：0003 0136 1979 

该账户仅用于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采购原材料

及劳务费用、缴纳各项税费、支付员工薪酬福利、运输费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至 2021年 5 月 6日，公司该募集资金专户已收到全部投资者款项。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大浪支行、国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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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人本次发行需要履行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无需履行国 资、外资、

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

年 3月 24日）《证券持有人名册》及本次发行对象的相关资料，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共有在册股东 59名，不存在国资、外资股东。科隆智谷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

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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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购方本次发行需要履行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认购方共 2 名，包括 2 名机构投资者，分别为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

行了登记备案手续，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03 月 08 日，基金编号为 SCL889，基金类型为

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由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所需资金引入省中小微企业发展

基金和市财政，并由基金管理人跟投出资。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广东粤财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受托管理机构和基金管理人。根据经审批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组

建方案的约定：“为保障基金投资科学有效和风险可控，市中小微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

员会，由基金管理人执行有关决定并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事务。……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要负责审核基金管理人提交的拟投项目尽职调查，投融资项目决策申请报告等，对基

金项目的可行性、交易结构、推出安排、风险控制及监督管理等事务进行决策。”本次

认购科隆智谷股票事项已通过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

策委员会会议决议（编号：2020004）。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登记

备案手续，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05 月 03 日，基金编号为 SCE438，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

基金。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往上追溯，该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根据广州创盈健科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由普通合伙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并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

运用及处置。认购科隆智谷股票事项已通过粤财基金/粤财创投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决议

（编号：2020027）。 

综上，本次发行已履行了相关程序和手续，无需履行其他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

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关于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但本次定向发行需向全国股转公司履行自律审查

程序。除此之外，本次发行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事项。 

 

 

(十) 其他说明 

本次定向发行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发行股票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4、《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5、《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7、《关于拟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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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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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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科隆实业

有限公司 

32,210,210.00 59.3879% 21,480,000.00 

2 惠州市鸿基盛世

投资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320,000.00 26.4026% 9,546,668.00 

3 钟惠娟 3,545,790.00 6.5376% 2,685,000 

4 黄少容 2,233,500.00 4.1180% 0 

5 肖智锦 1,874,500.00 3.4561% 0 

6 侯莎 9,800.00 0.0181% 0 

7 张宏博 2,000.00 0.0037% 0 

8 梁永标 2,000.00 0.0037% 0 

9 靳义东 1,800.00 0.0033% 0 

10 张家驹 1,100.00 0.0020% 0 

合计 54,200,700.00 99.9330% 33,71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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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科隆实业

有限公司 

32,210,210.00 54.1580% 21,480,000.00 

2 惠州市鸿基盛世

投资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320,000.00 24.0775% 9,546,668.00 

3 惠州市中小微企

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208,333.00 8.7573% 0 

4 钟惠娟 3,545,790.00 5.9619% 2,685,000.00 

5 黄少容 2,233,500.00 3.7554% 0 

6 肖智锦 1,874,500.00 3.1518% 0 

7 广州创盈健科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9,167.00 0.0490% 0 

8 侯莎 9,800.00 0.0165% 0 

9 张宏博 2,000.00 0.0034% 0 

10 梁永标 2,000.00 0.0034% 0 

合计 59,435,300.00 99.9342% 33,711,668.00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惠州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入前十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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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0,210.00 19.7839% 10,730,210.00 18.0417%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860,790.00 1.5871% 860,790.00 1.4473% 

3、核心员工         

4、其它 8,934,332.00 16.4728% 14,171,832.00 23.828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20,525,332.00 37.8438% 25,762,832.00 43.3174%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1,480,000.00 39.6040% 21,480,000.00 36.1163%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2,685,000.00 4.9505% 2,685,000.00 4.5145% 

3、核心员工     0 0% 

4、其它 9,546,668.00 17.6018% 9,546,668.00 16.0517%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33,711,668.00 62.1562% 33,711,668.00 56.6826% 

总股本 54,237,000.00 100% 59,474,500.00 100% 

钟惠娟持股划分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类别列示，与年报列示保持一致。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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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人。 

-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将增加公司的货币资金，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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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建筑混凝土外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萘系高效

减水剂和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产品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桥梁、民用建筑和大型工程

项目等众多领域。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因此，定向发行完成后，

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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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深圳市科隆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9.39%股权，股东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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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鸿基盛世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 26.40%股权，股东钟惠娟持有本

公司 6.54%股权,其中深圳市科隆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曾水联，股东曾水联持股

98.33%，钟惠娟持股 1.67%；惠州市鸿基盛世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曾水联，其中曾水联持股 37.13%，钟惠娟持股 44.2%；曾水联与钟惠娟作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92.33%。本次定向发行后，在本期发行足额认购情况下，曾

水联与钟惠娟合计持有 50,076,000.00 股，占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84.20%，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经营管理层亦不会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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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惠娟 董事、副总

经理、财务

总监 

3,545,790.00 6.5376% 3,545,790.00 5.9619% 

合计 3,545,790.00 6.5376% 3,545,790.00 5.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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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1 0.28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44 1.75 2.02 

资产负债率 61.18% 58.27% 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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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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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调整 2021-4-9 

不涉及重大信息调

整，无需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履行审议程

序 

1、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审

议情况； 

2、募集资金用途补充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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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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12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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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四） 定向发行推荐工作报告； 

（五） 法律意见书。 

（六） 定向发行说明书 

（七） 验资报告 

（八） 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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