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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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大正医疗 指 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全国股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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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中泰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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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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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 

公司章程 指 《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定向发行、本次发行 指 
公司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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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大正医疗 

证券代码 430496 

主办券商 中泰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37,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2,25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9,250,000 

发行价格（元） 4.45 

募集资金（元） 10,012,5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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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和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本次发行现有股东无

优先认购安排。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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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人类型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1 王伟民 2,250,000 10,0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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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 2,250,000 10,012,500 - - 

 

王伟民，男，194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创始人。先后任职于

黑龙江省电力局牡丹江电力技术学校、牡丹江电业局、东部电力网调度局。1995 年 7 月创

建本公司，至今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不 

存在借款和担保情况，也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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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份 2,250,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12,500 元，与预计募集

资金金额一致，不存在实际募集金额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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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号 名称 认购数量 限售数量 法定限售数量 自愿锁定数量 

1 王伟民 2,250,000 1,687,500 1,687,500 0 

合计 2,250,000 1,687,500 1,687,500 0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王伟民为公司董事长，其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除法定限售外，不存在

自愿限售的情形。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的规定，建立了募集资金

的专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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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披露于股转系统指定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20-012）。 

公司已于 2020年 11月 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并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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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开设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情况如下： 

开户行：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威海分行高新支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号：235143320816。 

截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在规定认购期限内将认购款全额汇入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募

集资金用途，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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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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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册股东、董事、总经理村松阿欣为日本籍，持有公司 20.95%股份；

本次发行对象不涉及该外籍股东，发行完成后，其持股比例变化不超过 5%，无需办理外商

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程序。因此本次定向发行不需要履行外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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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本次股票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审批程

序。 

本次发行对象为自然人投资者，不涉及国资、外资、金融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等程序。 

 

（十）本次定向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在本次定向发行中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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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

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

告编号：2020-039）、《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公告编号：2020-041）。 

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定向发

行相关事宜，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0-043）。 

2020年 11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2020 年 12 月 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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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监管意见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2020年 12月1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关于股票定向发行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2020年 12月3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关于股票定向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2021 年 1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本次定向发行中，公司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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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民 13,086,000 35.37% 9,8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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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松阿欣 7,750,000 20.95% 5,812,500 

3 王鹏浩 3,250,000 8.78% 0 

4 
临沂恒汇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405,000 3.80% 0 

5 王影 900,000 2.43% 0 

6 谢淑霞 606,000 1.64% 0 

7 任军强 576,000 1.56% 0 

8 杨德龙 561,000 1.52% 0 

9 张春海 529,700 1.43% 0 

10 

上海游马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游马地健康中

国新三板私募投资基金 

488,000 1.32% 0 

合计 29,151,700 78.80% 15,6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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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民 15,336,000 39.07% 11,502,000 

2 村松阿欣 7,750,000 19.75% 5,812,500 

3 王鹏浩 3,250,000 8.28% 0 

4 
临沂恒汇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405,000 3.58% 0 

5 王影 900,000 2.29% 0 

6 谢淑霞 606,000 1.54% 0 

7 任军强 576,000 1.47% 0 

8 杨德龙 561,000 1.43% 0 

9 张春海 529,700 1.35% 0 

10 

上海游马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游马地健康中

国新三板私募投资基金 

488,000 1.24% 0 

合计 31,401,700 80.00% 17,314,500 

 

本次发行后，公司第一大股东王伟民先生新增公司股份 2,250,000 股。 

注：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本次发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股东名册的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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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209,000 14.08% 5,771,500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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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条

件的

股份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107,750 0.29% 107,750 0.27%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15,733,000 42.52% 15,733,000 40.08%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1,049,750 56.89% 21,612,250 55.06%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627,000 42.24% 17,314,500 44.11%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323,250 0.87% 323,250 0.82%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15,950,250 43.11% 17,637,750 44.94% 

总股本 37,000,000 100% 39,250,000 1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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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人。 

注：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是依据本次发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1 月 12 日）股

东名册所载信息计算，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影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因募集资金而增加，公司总资产 

及净资产规模均提升，资产负债率下降，资产流动性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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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一次性使用颅脑外引流器和新生儿脐带结扎保护带。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业务良性发展，更好满足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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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王伟民、村松阿欣，公司控制权未发生

改变。 

本次发行前，王伟民持有公司股份 13,08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37%，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村松阿欣持有公司股份 7,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5%，为公司第二大股

东；二人为父女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8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31%，且已签

订一致行动协议，在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事项时保持一致行动，共同行使股东权利及董事职权，

特别是在行使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王伟民持有公司股份 15,3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07%，仍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村松阿欣持有公司股份 7,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5%，为公司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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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08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8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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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民 董事长 13,086,000 35.37% 15,336,000 39.07% 

2 村松阿欣 董事、总经理 7,750,000 20.95% 7,750,000 19.75% 

3 刘素芳 副总经理 267,000 0.72% 267,000 0.68% 

4 韩文坤 董事、副总经理 164,000 0.44% 164,000 0.42% 

合计 21,267,000 57.48% 23,517,000 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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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9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30 0.63 0.60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4.07 4.45 4.20 

资产负债率 7.75% 8.69% 8.23%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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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次调整 2020年11月

20日 

本次修订均不涉及

发行对象、认购价

格、 认购数量、募

集资金用途等要素

的改变，相关发行

事项无重大调整，

无需重新履行审议

程序。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对定向发行说明书

的反馈意见，对《定向发行说明书》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 披露的《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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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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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民                   村松阿欣 

  

 

2021年2月5日 

 

控股股东签名：                                        

王伟民                   村松阿欣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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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3、《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4、《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5、《关于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自律监管意见的函》； 

6、《关于核准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 

7、《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8、《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9、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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