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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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振通检测 指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定向

发行 
指 

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 518万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 1,295万元之行为 

股东大会 指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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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规则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情况报

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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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报告期各期 指 2018年、2019年、2020年 1-9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8年 12月 31日、2019年 12月 31日、2020

年 9月 30日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振通检测 

证券代码 873599 

主办券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前总股本（股） 51,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5,18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56,180,000 

发行价格（元）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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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元） 12,950,000 

募集现金（元） 12,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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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健、持续的发展，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特进

行本次定向发行。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后将优化公司股本

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持续发展。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原在册股东不享

有优先认购权。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票发行无优先认购

安排。 

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有在

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上述议案已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召开

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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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义祥 600,000 1,500,0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实际控制人 

2 邹叶子 50,000 125,0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会秘书 

3 马宁 200,000 500,0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监事 

4 李文艳 260,000 650,0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5 夏旻淑 1,440,000 3,6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6 何华 400,000 1,0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其他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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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投资者 

7 胡尚平 800,000 2,0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8 姚刚 250,000 625,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9 肖惠芳 200,000 5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0 苏新兴 200,000 5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1 王龄 200,000 5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2 雷明雨 200,000 5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3 张艺川 200,000 5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4 夏艳 100,000 25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5 姚金岑 80,000 20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合计 - 5,180,000 12,950,000 -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杜义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 年 2 月出生，公司股东、董事长、

总经理。 

邹叶子，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 年 2 月出生，公司股东、董事会秘

书。 

马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 年 4 月出生，公司股东、监事会主席。 

李文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 年 4 月出生，公司股东。 

夏旻淑，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32108219781226****。根据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2 月 9 日合格投资者证明，其为

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何华，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343419740730****。根据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西昌长安东路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2 月 15 日合格投资者证明，其为股转一类

合格投资者。 

胡尚平，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65312219730213****。根据申万宏源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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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2 月 21 日合格投资者证明，其

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姚刚，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292319740103****。根据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绵阳临园路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2 月 4 日客户信息查询单，其为股转一类

合格投资者。 

肖惠芳，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14272319740917****。根据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芮城永乐北路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2 月 10 日合格投资者证明，其为股转一

类合格投资者。 

苏新兴，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35062319791003****。根据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湖里大道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2 月 14 日合格投资者证明，其为股转一

类合格投资者。 

王龄，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010819771226****。根据华龙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新华路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1 月 25 日客户信息查询单，其为股转一类合

格投资者。 

雷明雨，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102119630810****。根据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2 月 10 日客户信息查询单，其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张艺川，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132419900915****。根据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柜台业务盖章的 2020 年 11 月 25 日证明，其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

者。 

夏艳，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292319760508****。根据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安建安中路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1 月 27 日合格投资者证明，其为股转一类

合格投资者。 

姚金岑，中国籍自然人，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51102519861221****。根据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四路证券营业部盖章的 2020 年 11 月 24 日合格投资者证明，其为股

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取得发行对象出具的声

明，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之日，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失

信联合惩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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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人出具的声明，其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

法合规。发行对象不存在认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本次认购的被认购企业或其关联方的情

况，不存在股票代持情形。 

综上，上述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持股平台、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股票代持情形，符合《公众公司办法》《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及《定向发行规则》的有关规定。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根据《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

股 2.50 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830,000 股（含），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575,000 元

（含）。根据投资者认购缴款情况，实际认购股票数量为 5,180,000 股，募集资金金额为

12,950,000 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公司通过

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影响。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限售安排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除此之外无其他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

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1、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已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将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与主办券商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

议。 

2、保证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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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已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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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与主办券商及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3、募集资金使用时间 

公司不得在股票挂牌前使用募集资金。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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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有股东和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国有股东或外资股东，公司亦不属于国有企

业或外资企业，故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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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玉达祥科技有限公司 26,314,500 51.60% 26,314,500 

2 绵阳瑞祥通达科技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9.80% 3,333,334 

3 王笑 4,864,500 9.54% 4,864,500 

4 吴旭东 3,964,500 7.77% 3,964,500 

5 杜义祥 3,569,000 7.00% 3,569,000 

6 冯先伟 900,000 1.77% 900,000 

7 邓守国 900,000 1.77% 900,000 

8 罗莉 900,000 1.77% 900,000 

9 马宁 900,000 1.77% 900,000 

10 汪顶攀 900,000 1.77% 900,000 

11 黄杰 900,000 1.77% 900,000 

合计 49,112,500 96.33% 47,44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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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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玉达祥科技有限公司 26,314,500 46.84% 26,314,500 

2 绵阳瑞祥通达科技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8.90% 3,333,334 

3 王笑 4,864,500 8.66% 4,864,500 

4 杜义祥 4,169,000 7.42% 4,169,000 

5 吴旭东 3,964,500 7.06% 3,964,500 

6 马宁 1,100,000 1.96% 1,100,000 

7 冯先伟 900,000 1.60% 900,000 

8 邓守国 900,000 1.60% 900,000 

9 罗莉 900,000 1.60% 900,000 

10 汪顶攀 900,000 1.60% 900,000 

11 黄杰 900,000 1.60% 900,000 

合计 49,912,500 88.84% 48,245,834 

 

发行前公司股东为 68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66 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1 名,新增股

东均为自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79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77 名。发行前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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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 0 0%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1,706,315 3.35% 6,036,315 10.7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706,315 3.35% 6,036,315 10.74%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9,883,500 58.60% 30,483,500 54.26%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4,500,000 8.82% 4,750,000 8.45%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14,910,185 29.23% 14,910,185 26.55%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49,293,685 96.65% 50,143,685 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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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总股本 51,000,000 100.00 56,18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6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79人。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68 名，包括 1 名法人股东、1 名合伙企业股东、66 名自然人股

东；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发行后股东为 79 名。本次定向发行后，股

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2,950,000 元。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

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偿债能力提高，公司整体

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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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公路工程质量检测，主要包括以桥梁、隧道、道路、

交通安全等为主的现场检测和以工程原材料、材料成品与半成品、成品构件为主的材料试验。

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健、持续的发展，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特进行本

次定向发行。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后将优化公司股本结构，

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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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后实际控制人均为杜义祥，第一大股东均为绵阳玉达祥科技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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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义祥 董事长、总经理 3,569,000 7.00% 4,169,000 7.42% 

2 冯先伟 董事、副总经理 900,000 1.77% 900,0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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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伟 董事、副总经理 180,000 0.35% 180,000 0.32% 

4 张勇 董事、财务总监 270,000 0.53% 270,000 0.48% 

5 李明骏 董事 180,000 0.35% 180,000 0.32% 

6 邹叶子 董事会秘书 270,000 0.53% 320,000 0.57% 

7 汪顶攀 总工程师 900,000 1.77% 900,000 1.60% 

8 马宁 监事会主席 900,000 1.77% 1,100,000 1.96% 

9 邓守国 监事 900,000 1.77% 900,000 1.60% 

10 杨飙 监事 - - - - 

合计 8,069,000 15.84% 8,919,000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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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 0.36 0.32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5.13 1.57 1.66 

资产负债率 40.10% 41.07%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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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2 日，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的《关于四川振通检测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反馈意见，公司对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修订，

并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了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本次修订内容补充了本次发行对象

的具体情况，修订内容详见披露的定向发行说明书楷体加粗部分，本次调整不涉及重新履行

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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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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2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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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二）法律意见书； 

（三）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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