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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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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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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富泰和、公司、本公司、股

份公司 
指 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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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票发行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2017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股

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股权登记日 指 审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规定的股权登记日 

现有股东 指 
现有股东是指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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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富泰和 

证券代码：834044 

法定代表人：朱江平 

信息披露负责人：WU JIANGZHONG 

总股本：84,290,000 股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国际低碳城汇桥路 2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国际低碳城汇桥路 2 号 

联系电话：0755-84854510 

传真：0755-84855477 

电子邮箱：steven.wu@ppmsolution.com 

互联网网址：http://www.ppmsolution.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加快公司发展步伐，整合资源，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开拓及增强公司员工

凝聚力，公司拟向部分公司高管和尚待法定程序认定的核心员工定向发行公司股

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优化

公司财务结构。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富泰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尚待法定程序认定

的核心员工共 35 名自然人，具体如下所示： 

序号 认购人名称 职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备注 

1  吴爱红 高级管理人员  385,000   1,155,000  现金 

2  朱汉平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   9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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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梓安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   900,000  现金 

4  周小琴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277,000   831,000  现金 

5  徐舟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60,000   480,000  现金 

6  韩定芳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90,000   570,000  现金 

7  杨丽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50,000   450,000  现金 

8  姚彬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50,000   450,000  现金 

9  朱丹红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50,000   450,000  现金 

10  朱骏扬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00,000   300,000  现金 

11  申晴晴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80,000   540,000  现金 

12  葛海辉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现金 

13  谢平森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14  伍绍权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现金 

15 赵仁伟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现金 

16 徐飞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65,000   195,000  现金 

17 陈理获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10,000   330,000  现金 

18 杨黎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19 涂细凤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75,000   225,000  现金 

20 徐瑞东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21 代丹华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22 唐湘辉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125,000   375,000  现金 

23 杨洁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24 田德银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25 徐婷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30,000   90,000  现金 

26 朱清虎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27 吴艾华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28 雷生兵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55,000   165,000  现金 

29 陈明凯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2,000   126,000  现金 

30 邓拓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30,000   90,000  现金 

31 吴方婕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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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冯伟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5,000   135,000  现金 

33 占红生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75,000   225,000  现金 

34 马恒登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73,000   219,000  现金 

35 郑丽平 拟认定为核心员工  40,000   120,000  现金 

 
合计   3,617,000  10,851,000   

2、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含子公司）核心员工，

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年龄 国籍 有无境外居住权 

1  吴爱红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41 中国 无 

2  朱汉平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54 中国 无 

3  杨梓安 股份公司财务总监 57 中国 无 

4  周小琴 深圳事业部总经理 34 中国 无 

5  徐舟 
工程技术中心中方研发

总监 
36 中国 无 

6  韩定芳 武汉事业部总经理 35 中国 无 

7  杨丽 销售总监 37 中国 无 

8  姚彬 
董事长助理兼资金部高

级经理 
40 中国 无 

9  朱丹红 中国区销售总监 50 中国 无 

10  朱骏扬 销售高级经理 28 中国 无 

11  申晴晴 证券事务代表 32 中国 无 

12  葛海辉 
武汉事业部制造工程部

经理 
46 中国 无 

13  谢平森 深圳事业部财务部经理 52 中国 无 

14  伍绍权 墨西哥工程高级经理 54 中国 无 

15 赵仁伟 深圳事业部副总经理 55 中国 无 

16 徐飞 
工程技术中心设计开发

经理 
31 中国 无 

17 陈理获 销售经理 35 中国 无 

18 杨黎 管理中心高级经理 31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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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涂细凤 
武汉人事行政部行政主

管 
51 中国 无 

20 徐瑞东 深圳事业部生产部经理 34 中国 无 

21 代丹华 销售经理 34 中国 无 

22 唐湘辉 
工程技术中心自动化开

发经理 
36 中国 无 

23 杨洁 资金部经理 33 中国 无 

24 田德银 深圳事业部物控部经理 46 中国 无 

25 徐婷 武汉事业部财务部经理 29 中国 无 

26 朱清虎 
深圳事业部制造工程部

经理 
38 中国 无 

27 吴艾华 供应商开发工程师 31 中国 无 

28 雷生兵 工模经理 46 中国 无 

29 陈明凯 项目工程部经理 31 中国 无 

30 邓拓 配气质量经理 31 中国 无 

31 吴方婕 销售经理 30 中国 无 

32 冯伟 工段长 37 中国 无 

33 占红生 制造工程师 45 中国 无 

34 马恒登 
武汉事业部配气生产经

理 
31 中国 无 

35 郑丽平 武汉事业部品质主管 40 中国 无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拟认定核心员工数量合计 35 人，

其中核心员工的认定已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需要向公司全

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并经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发表意见后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符合《非公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股

票发行细则》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截止本方案公告之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的情况。 

3、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吴爱红、朱汉平、杨梓安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朱汉平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朱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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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WU JIANGZHONG 系亲兄弟；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吴爱红、伍绍权、

朱丹红系公司股东。截至本方案公告日，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本次股票发行认购

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无其他关联关系。 

董事会审议《关于<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

议案》等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相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朱江平、朱洪、WU 

JIANGZHONG 已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相关的议案时，股权登

记日在册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按照《股票发行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

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

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第五项规定：“公司发行新股时，公司在册股东

可以参加对新增股份的认购，但不享有对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综上所述，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0 元/股，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公司 2017 年年度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 广会审字

[2018]G18004540011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为 363,234,830.94 元，每股净资产 4.15 元。参考公司资产

规模、本次发行目的、认购对象情况等因素，经过与发行对象协商后，确定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 3.00 元。 

公司 2018 年 2-8 月盘内集合竞价和盘后协议转让总成交金额为

44,179,918.00 元，成交股数为 7,147,600 股，成交均价为 6.18 元/股。其中，协议

转让总成交金额为 43,935,658.00 元，协议转让成交股数为 7,114,600 股，成交均

价为 6.18 元/股。本次增发价格与近 6 个月市场交易价格存在明显价差，发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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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公司部分高管和核心员工，本次股票发行的账务处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具体股份支付会计处理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不超过 3,617,000 股（含 3,617,000 股），募集

资金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851,000.00 元（含 10,851,000.00 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公司挂牌以来共发生过两次权益分派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1、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以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总股本 87,447,5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16 年年度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

实施完毕。 

2、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以截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总股本 87,447,5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人民币现金。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17 年年度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

实施完毕。 

上述两次权益分派均已实施完毕，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已考虑上述权益

分派的因素，对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无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事

项，不需对发行数量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股票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限售安排如下： 

1、本次股票发行之新增股东无自愿限售安排。 

2、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需遵守《公

司法》《业务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限售要求：每年转让的股票比例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25%，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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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 

（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挂牌以来共进行过一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行为，其具体发行概况及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 201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5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深圳市富泰和

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决定向不超过 22 名投资者定向

发行普通股新股，发行规模不超过 2,429 万股，发行价格为 6.175 元/股，募集资

金不超过 149,990,750.00 元（包括 149,990,750.00 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公司共收到募集资金 149,990,750.00 元。募集资金

存放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验资账户中，账号为：19200188000482614，上

述募集资金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出具了编号为中汇会验[2015]4012 号《验资报告》。2016 年 1 月 5 日，股

转公司出具《关于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股转系统函[2015]9665 号）确认，公司发行新增股份数量 24,290,000 股。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将募集资金 150,060,546.35 元（含利息 69,796.35

元 ） 从 专 项 账 户 转 入 公 司 在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深 圳 龙 岗 支 行 账 号 为

44201542000052504516 的基本结算账户中，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本次发行方案公告日，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上

披露了《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主办券商安信

证券亦出具并公告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

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为，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况。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0,851,000.00 元（含 10,85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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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全部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优化公司财

务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

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宗教投资的情形，符合相关监

管政策要求。 

3、募集资金需求的必要性及测算依据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测算过程如下所示： 

（1）募集资金需求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等发展战略的相继实施，给国内汽

车产业在核心技术产业化的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创新研发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都提供了相当力度的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可以借势而为，大力发展自主研发创造，

推动产业升级改造。 

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737.77 万元，同比增加 33.57%，实现净利

润 3,560.28 万元，同比增加 44.50%。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348.21

万元，同比增长 13.33%，实现净利润 2,852.07 万元，同比增长 85.10%（未经审

计）。随着营业规模及利润水平的不断提升，公司需要较大的流动资金来支撑加

大自主研发、技术创新及海外市场拓展的投入，以维持公司的业务的发展。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是必要的。 

（2）募集资金需求的测算依据 

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是以持续经营和销售百分比法作为预测的前提，假设

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并以估算

的企业营业收入为基础，结合企业各项资产负债周转率等因素，对构成企业日常

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进行估算。从而预测

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依据公司近两年年营业数据及 2018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预测 2018 年公司预

计实现营业收入 488,853,242.50 元；2019 年预测实现营业收入 586,623,891.00 元，

主要依据如下：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及家电精密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经过多年积累，

公司已拥有非常稳定且持续增长的客户群体。公司核心客户均为世界知名企业，

如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康明斯燃油系统（武汉）有限公司、大陆汽车电子（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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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有限公司、伊顿工业（济宁）有限公司等。公司 2016 及 2017 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分别为 19.59%及 33.57%。随着公司业务布局更加全面，海外市场的不断开

拓，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会保持持续稳步提升。结合公司过往营业收入增长情况

及未来已签订订单数量，预计未来两年收入增长率为 20%。 

①经营性流动资产项目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定义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其他应收

款+其他流动资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②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项目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③估算营运资金需求总量 

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值=预计营业收入×各经营性流动资产项目与营业收入

的比值 

经营性流动负债预测值=预计营业收入×各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与营业收入

的比值 

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值=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值-经营性流动负债预测值 

④测算需增加的流动资金量 

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预测值=预算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值-基期流动资金占

用额 

⑤公司具体流动资金需求测算：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预计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预计收入增长率 - -  20.00% 20.00% 

营业收入 407,377,702.08 -  488,853,242.50 586,623,891.00 

经营性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0,446,652.19 9.93% 48,543,126.98  58,251,752.38  

应收票据 493,341.38 0.12% 586,623.89  703,948.67  

应收账款 107,441,439.97 26.37% 128,910,600.05  154,692,720.06  

预付账款 4,995,435.70 1.23% 6,012,894.88  7,215,473.86  

其他应收款 2,885,007.47 0.71% 3,470,858.02  4,165,029.63  

存货 41,757,217.64 10.25% 50,107,457.36  60,128,948.83  

其他流动资产 2,403,700.50 0.59% 2,884,234.13  3,461,0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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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200,422,794.85 49.20% 240,515,795.31 288,618,954.37 

经营性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6,113,912.70 1.50% 7,332,798.64  8,799,358.36  

应付账款 90,688,903.83 22.26% 108,818,731.78  130,582,478.14  

应付职工薪酬 230,121.20 0.06% 293,311.95  351,974.33  

预收账款 15,022,488.28 3.69% 18,038,684.65  21,646,421.58  

应交税费 7,813,688.22 1.92% 9,385,982.26  11,263,178.71  

其他应付款 17,139,960.55 4.21% 20,580,721.51  24,696,865.81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137,009,074.78 33.63% 164,401,345.45 197,281,614.54 

营运资金占用额 63,413,720.07 - 76,114,449.86 91,337,339.83 

营运资金缺口 - - 12,700,729.79 15,222,889.97  

注：1：上述资金预测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承诺。 

    2：表中2017年财务数据为基准期数据，以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后的数据为基础。表中2018年和2019年财务数据为预测数据，未经审计，不代表公

司未来业绩承诺数据。 

根据上述测算过程，公司未来两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27,923,619.76 元。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 10,851,000.00 元，低于公司未来两年新增

流动资金需求，具有合理性。 

4、公司募集资金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措施 

股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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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公司

已按照相关要求建立了《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制订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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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制

度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董事会将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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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会在本次发行认

购结束后验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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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

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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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的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审议《关于<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为公司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 

4、审议《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与特定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7、审议《关于特定认购对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朱江平签署<投票权委托

协议>的议案》。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不超过 35 人，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不会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除需向股转公司按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

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朱江平签订《投票权委托

协议》，本次发行后，认购对象将其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股票对应的股东投票权

（现行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分红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但涉及股票

转让、股票质押等直接涉及委托人所持股票的处分事宜的事项除外）委托给朱江

平，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权比例增加。除此之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

变化。 

（二）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发行股票，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

购发行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会提升，公司通过规模经营

增长，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2018-084 

16 / 20 

（四）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批准，因而存在不能获得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的风险。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相关特有的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

除的情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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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

情形。 

（四）截至本发行方案公告之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

代表人、控股子公司均未被列入相应政府部门公示网站所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五）截至本发行方案公告之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

被列入相应政府部门公示网站所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六）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1、协议签署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签订时间：2018 年 9 月 21 日 

2、认购价格、方式及支付方式 

（1）认购价格：3.00 元/股； 

（2）认购方式：认购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3）支付方式：在约定日期前将认购款足额汇入公司指定账户。 

3、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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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自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认购人签字之

日起成立。 

（2）协议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并审议通过协

议后生效。 

（3）如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未获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则协议自动终止。 

4、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5、自愿限售安排 

无 

6、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不设估值调整条款。 

7、违约责任条款 

（1）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或违反

其所作承诺或保证的，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除协议另有约

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未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

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2）协议生效后，如认购人未在协议规定缴款期限内履行出资义务，发行

人有权要求该认购人一次性支付其认购款的 3%作为违约金。 

（3）如存在以下情形，发行人应于协议终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认购

人返还认购价款及产生的相应利息（按照发行人指定账户内实际产生的利息为

准）： 

由于主管机关或政府部门的原因导致协议履行不能的，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

协议，双方互不负违约责任； 

因为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协议履行不能的，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协议，双方互

不负违约责任； 

如本次股票发行未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发行人有权解除协

议，并不负违约责任。 

8、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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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签署的投票权委托协议 

1、协议签署主体及签订时间 

受托方：朱江平 

委托方：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签订时间：2018 年 9 月 21 日 

2、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委托协议，双方同意，自委托方获授本次发行的股票、成为公司股东之

日（完成股份登记）起，委托方不可撤销的委托受托方作为其在本次发行中获授

的全部股票（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记的股票数量为准，以下简称“委

托股票”）的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全权代理委托方行使委托股票的投票权。

委托期限内，受托方有权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权利： 

（1）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2）代为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 

（3）其他与召开股东大会有关事项； 

（4）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对股东大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

代为投票； 

（5）现行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分红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但

涉及股票转让、股票质押等直接涉及委托人所持股票的处分事宜的事项除外。 

委托方对表决事项不做具体指示，受托方可以在股东大会上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委托方对受托方就委托股票行使投票表决权的投票事项结果均予以认可并同

意。 

双方同意，协议项下委托投票权的期限为自委托方获授本次发行的股票、成

为公司股东之日起，至委托方不再持有本次发行获授的全部股票之日止。 

上述条款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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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六、中介机构信息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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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项目负责人：高志新  

经办人：高志新、李泽丰 

电话：0755-82825427 

传真：0755-82825424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赖继红 

经办律师：冯雄飞、周馨筠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9-10 楼 

电话：0755-33256666 

传真：0755-33206888 

 

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蒋洪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国铨、郑镇涛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555 号粤海集团大厦 10 楼 

电话：020-83939698 

传真：020-8380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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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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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签字）： 

 

                                                                  

朱江平                    朱洪               WU JIANGZHONG 

 

                                                                  

孟建斌                    蒋富                    赵大东 

 

                 

      刘瑞中 

 

公司全体监事（签字）：  

 

                                                                  

舒思美                  梅利萍                   曾文颖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朱洪                WU JIANGZHONG             吴爱红 

 

                                                  

朱汉平                   杨梓安                

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