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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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公司、公司、吉福新材 指 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办券商、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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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对象 指 张雨柏、许浩洋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经股份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现行有效的股

份公司章程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监督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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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指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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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吉福新材 

证券代码 831589 

主办券商 兴业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33,264,8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3,696,1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6,960,900 

发行价格（元） 13.26 

募集资金（元） 49,010,286.00 

募集现金（元） 49,010,2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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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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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等安排。本次发行不属于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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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第六款：“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定向

发行股票）时,发行前的现有股东对新增股份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本次发行前的在册股东对新增股份不享有优先认购

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再一次明确了现有股东不享有优

先认购权。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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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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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雨柏 2,217,660 29,406,171.6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 许浩洋 1,478,440 19,604,114.4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合计 - 3,696,100 49,010,286.00 - -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信息 

张雨柏，男，1964 年 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经济师。2002年 4月至 2012年 1月任江苏洋河酒厂股份（苏酒集团）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总裁；2012年 1月至 2015年 1月任江苏洋河酒厂股份（苏酒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江苏洋河酒厂股份（苏酒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2018年 12 月至 2019 年 8月任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 9月

至今任江苏柏语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浩洋，男，1995 年 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16年

5月至 2019 年 3任江苏宅优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互联网运营部品牌经理职务；2019年 3月

至 2020年 6月任己所欲股份有限公司品牌部科长职务；2020年 6月至今，任江苏元气草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外部专家对接人职务； 

（2）发行对象与挂牌公司、董事、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挂牌公司、董事、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的失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人被执行联合惩戒对象。 

（4）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存在持股平台参与认购、股份代持的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系两位自然人，不存在持股平台参与认购的情况。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声明，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不存在代持的情况。 

（5）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股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他人代为缴纳情形，

不存在非法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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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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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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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已足额认购，实际募集金额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本次发

行股票不存在法定限售情形，且发行对象无自愿限售安排。本次股票发行经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自律审查通过并完成发行后，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

转让，无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1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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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公司就本次股票发行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阳县支行，开户

银行账号为 932005010117938891。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阳县支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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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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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

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的信息。 

1、2021 年 5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2021年 6月 10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2021 年 6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4、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函的公告》； 

5、2021年 6月 29日，公司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6、2021年 7月 2 日，公司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本次定向发行过程中，公司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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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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亚 20,842,056 62.6550% 17,010,000 

2 乔华 3,644,940 10.9573% 1,890,000 

3 刘会 2,216,760 6.6440% 0 

4 深圳索菲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596,800 4.8003% 0 

5 王晓波 1,185,680 3.5644% 0 

6 宁峰 950,040 2.8560% 0 

7 陈立新 672,000 2.0202% 504,000 

8 刘叶红 535,000 1.6083% 401,250 

9 江雪源 357,000 1.0732% 267,750 

10 黄亚锋 332,648 1.0000% 0 

合计 32,332,924 97.18% 20,0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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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亚 20,842,056 56.3895% 17,010,000 

2 乔华 3,644,940 9.8616% 1,890,000 

3 张雨柏 2,217,660 6.0000% 0 

4 刘会 2,216,760 5.9976% 0 

5 深圳索菲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596,800 4.3202% 0 

6 许浩洋 1,478,440 4.0000% 0 

7 王晓波 1,185,680 3.2079% 0 

8 宁峰 950,040 2.5704% 0 

9 陈立新 672,000 1.8181% 504,000 

10 刘叶红 535,000 1.4475% 401,250 

合计 35,339,376 95.61% 19,805,250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股本为 33,264,800股，葛亚持有 20,842,056股，占发行前总股

本的 62.66%，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比

例降低为 56.39%，仍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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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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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2,056 11.52% 3,832,056 10.37%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145,940 6.45% 2,145,940 5.81%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7,213,804 21.69% 10,909,904 29.5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3,191,800 39.66% 16,887,900 45.69%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7,010,000 51.14% 17,010,000 46.0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063,000 9.21% 3,063,000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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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000 60.34% 20,073,000 54.31% 

总股本 33,264,800 100.00% 36,960,9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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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 

截至本次发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21年 6 月 4日，公司股东名册所载的股东数量

为 25名；本次发行后，股东数量增加至 27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

生变化。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及所有者权益均将得到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

所下降，资产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公司持续发

展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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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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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

生变化。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望得到

进一步提升，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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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本为 33,264,800股，葛亚持有 20,842,056股，占发行前总股

本的 62.66%，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比

例降低为 56.39%，仍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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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亚 董事长 20,842,056 62.65% 20,842,056 56.39% 

2 乔华 董事、总经理 3,644,940 10.96% 3,644,940 9.86% 

3 陈立新 董事、副总经

理 

672,000 2.02% 672,000 1.82% 

4 刘叶红 董事、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

书 

535,000 1.61% 535,000 1.45% 

5 江雪源 监事会主席 357,000 1.07% 357,000 0.96% 

合计 26,050,996 78.31% 26,050,996 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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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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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46 1.25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3.13 4.44 5.32 

资产负债率 54.59% 57.89%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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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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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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三）《2021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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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七）《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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