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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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豪钢重工 指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倍增基金 指 
山西上市倍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董监高 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章程》 指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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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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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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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证券、主办券商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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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豪钢重工 

证券代码 873741 

主办券商 山西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所属行业 

制造业（C）金属制品业（C33）其他金属

制品制造（C339）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

造（C3391） 

主营业务 
应用于煤炭机械设备领域模锻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发行前总股本（股） 150,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0,8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160,800,000 

发行价格（元） 6.40 

募集资金（元） 69,120,000.00 

募集现金（元） 69,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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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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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发行时，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无优先认购

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现有在册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议案，确认本次定向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导致非关联

董事不足三人，上述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22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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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议案，关联股

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发行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20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1 王伟豪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3,000,000 19,200,000.00 现金 

2 王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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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000 12,000,000.00 现金 

3 张成宝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250,000 1,600,000.00 现金 

4 高建元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00,000 640,000.00 现金 

5 王英杰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200,000 1,280,000.00 现金 

6 王水立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00,000 640,000.00 现金 

7 张全印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655,000 4,192,000.00 现金 

8 马晓玲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00,000 640,000.00 现金 

9 张齐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100,000 640,000.00 现金 

10 王学斌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130,000 832,000.00 现金 

11 吴剑波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320,000 2,048,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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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瑞欣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800,000 5,120,000.00 现金 

13 张继龙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300,000 1,920,000.00 现金 

14 谢建勋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300,000 1,920,000.00 现金 

15 陈博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70,000 448,000.00 现金 

16 杨孟峰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40,000 256,000.00 现金 

17 商向新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40,000 256,000.00 现金 

18 任利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40,000 256,000.00 现金 

19 高英 
在册

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30,000 192,000 现金 

20 

山西上市

倍增私募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2,350,000 15,040,000.00 现金 

合计 - - 10,800,000 69,120,000.00 - 

 

 

1、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 

（1）王伟豪，男，1994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董事，公司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12.5667%的股份。 

（2）王伟倩，女，199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公司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11.9000%的股份。 

（3）张成宝，男，1966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公司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0.3067%的股份。 

（4）高建元，男，1958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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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有公司 0.1000%的股份。 

（5）王英杰，男，198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东，

现持有公司 0.1333%的股份。 

（6）王水立，男，1956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东，

现持有公司 0.0400%的股份。 

（7）张全印，男，1955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东，

现持有公司 0.3167%的股份。 

（8）马晓玲，女，197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东，

现持有公司 0.0667%的股份。 

（9）张齐，男，1990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监事，公司

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0.0263%的股份。 

（10）王学斌，男，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公司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0.2467%的股份。 

（11）吴剑波，男，1968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新增投资者。 

（12）张瑞欣，女，1963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新增投资者。 

（13）张继龙，男，1968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新增投资者。 

（14）谢建勋，男，1978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新增投资者。  

（15）陈博，男，197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东，

现持有公司 0.2927%的股份。 

（16）杨孟峰，男，1976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

东，现持有公司 0.0467%的股份。 

（17）商向新，男，1976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在册股

东，现持有公司 0.3736%的股份。 

（18）任利，男，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董事会秘

书，公司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0.0133%的股份。 

（19）高英，女，1975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0.0533%的股份。 

（20）山西上市倍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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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9900MA7XLH8R25 

注册地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长治路 308 号同昌创业园 B 座 25 层

251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倍增基金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VV057。发行对象

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且非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

立的持股平台。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4579066825L）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GC2600011628。 

2、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董监高以及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王伟豪与王伟倩系兄妹关系，王水立与王英杰系父子关系，张全印与张瑞欣系兄妹关

系，王伟豪与王伟倩分别是控股股东及董事王瑞和董事张瑞娟之子、女，张全印系董事张

瑞娟之哥哥，张瑞欣系董事张瑞娟之姐姐，王水立系控股股东及董事王瑞之大姐夫，王英

杰系控股股东王瑞的外甥；倍增基金的管理人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山西证券的全资

子公司，与股东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商）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其他董监高及其他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3、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中王伟豪、王伟倩、张成宝、王学斌、张全印、王水立、王英杰、张齐、

任利、马晓玲、高建元、杨孟峰、陈博、商向新、高英 15 人为公司在册股东。吴剑波、

张继龙、张瑞欣、谢建勋、倍增基金为新增投资者，均已开通新三板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

权限。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监督管理办法》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

本次发行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4、倍增基金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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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中，倍增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系主办券商山西证

券的全资子公司。 

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投资项目选择、投资项目尽调、项目投资决策、投资项目

管理、投资项目处置等各业务环节均由其自主控制，并形成了独立的决策机制和风险防范

机制。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市场化的交易行为。根据《山证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私募投资基金业务管理制度》、《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条例》

等内控制度，山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过项目立项、尽职调查等流程后，投资决策委员会

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投资豪钢重工事项。 

山西证券作为主办券商，已根据《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

度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并持续完善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息隔离墙及防范利益冲突管理细则》等内控制度，山西证券通过业务隔离、人员隔

离、物理隔离、信息系统隔离、资金与账户隔离等措施，确保各业务部门及子公司相互独

立，防范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和风险，建立了有效的信息隔离制度以及利益冲突和风险的

识别及管控机制，能够有效的避免内幕交易、利益冲突及其他风险。 

5、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本次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

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不存在公司向发行对象提供借款的情况，

亦不存在由公司为发行对象筹资提供担保的情况。认购人已出具承诺，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以自身名义持有本次认购的公司股票，不得直接或间接由他人代为持有，或为他人代

为持有本次认购的股票。 

6、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通过查询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

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 http://www.gsx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等相关网站公示信息，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7、发行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8、发行对象是否为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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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10,800,000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9,120,000.00 元，实

际发行股票 10,800,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69,12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与预计募

集金额一致。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王伟豪 3,000,000 2,250,000 2,250,000 0 

2 张成宝 250,000 187,500 187,500 0 

3 王学斌 130,000 97,500 97,500 0 

4 张齐 100,000 75,000 75,000 0 

5 任利 40,000 30,000 30,000 0 

6 高英 30,000 22,500 22,500 0 

合计 3,550,000 2,662,500 2,662,500 0 

 

 

本次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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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情况具体安排如下：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按照全国股

转系统和公司法相关规则的要求进行限售。除上述法定限售外，根据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

的股票认购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定向发行不存在自愿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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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解放南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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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7542 0180 8097 68857 

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对象已将投资款实缴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3 年 1 月 6 日，豪钢重工与主办券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说明：公司开户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解放南路支行，解放南路支行

没有权限对外签署合同，故《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由太原分行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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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

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国有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

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倍增基金属于已经备案的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遵循市场化经营原则，基金内部已经完成投委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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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 57,420,900 38.2806% 43,065,675 

2 张瑞娟 37,688,000 25.1253% 28,266,000 

3 王伟豪 18,850,000 12.5667% 14,137,500 

4 王伟倩 17,850,000 11.90000% 11,900,000 

5 李腾振 4,046,700 2.6978% 2,697,800 

6 李钢琴 3,000,000 2.0000% 0 

7 李水平 2,100,000 1.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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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淑玲 1,100,000 0.7333% 0 

9 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900,000 0.6000% 0 

10 商向新 560,401 0.3736% 0 

合计 143,516,001 95.6773% 100,06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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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 57,420,900 35.7095% 43,065,675 

2 张瑞娟 37,688,000 23.4378% 28,266,000 

3 王伟豪 21,850,000 13.5883% 16,387,500 

4 王伟倩 19,725,000 12.2668% 11,900,000 

5 李腾振 4,046,700 2.5166% 2,697,800 

6 李钢琴 3,000,000 1.8657% 0 

7 山西上市倍增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50,000 1.4614% 0 

8 李水平 2,100,000 1.3060% 0 

9 张全印 1,130,000 0.7027% 0 

10 董淑玲 1,100,000 0.6841% 0 

合计 150,410,600 93.5389% 102,31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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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据审议本次股

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前 200 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填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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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考虑本次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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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

（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4,439,725 22.9598% 37,064,725 23.050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42,350 0.1616% 379,850 0.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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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14,523,900 9.6826% 19,898,900 12.3749% 

合计 49,205,975 32.8040% 57,343,475 35.6614% 

有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97,369,175 64.9128% 99,619,175 61.952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727,050 0.4847% 1,139,550 0.7087%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2,697,800 1.7985% 2,697,800 1.6777% 

合计 100,794,025 67.1960% 103,456,525 64.3386% 

总股本 150,000,000 100.0000% 160,800,000 100.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67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5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72人。 

发行前股东人数以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2

日）为基准日，股东人数为 67 名。 

发行后股东人数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东人数的影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股本、资本公积均有所增加，流动资金得到补充，

资产负债率下降，资本结构得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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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本次定向发行未导致公司的主

营业务发生变化。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业务规模及竞争能力

有望进一步提升，将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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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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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

行 

认购数

量 

（股）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实

际

控

制

人 

王瑞、

张 瑞

娟、王

伟豪、

王伟倩 

131,808,900 87.8726% 4,875,000 136,683,900 85.0024% 

第

一

大

股

东 

王瑞 57,420,900 38.2806% 0 57,420,900 35.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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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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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 
董事长、总

经理 
57,420,900 38.2806 57,420,900 35.7095% 

2 张瑞娟 董事 37,688,000 25.1253% 37,688,000 23.4378% 

3 张成宝 
董事、副总

经理 
460,000 0.3067% 710,000 0.4415% 

4 王学斌 
董事、副总

经理 
370,000 0.2467% 500,000 0.3109% 

5 王伟豪 董事 18,850,000 12.5667% 21,850,000 13.5883% 

6 张齐 监事会主席 39,400 0.0263% 139,400 0.0867% 

7 高英 财务总监 80,000 0.0533% 110,000 0.0684% 

8 任利 董事会秘书 20,000 0.0133% 60,000 0.0373% 

合计 114,928,300 76.6189% 118,478,300 73.6804% 

 



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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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5518 0.6338 0.59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29 3.93 4.09 

资产负债率 16.93% 13.03% 11.83% 

 

三、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倍增基金与王瑞、张瑞娟签署了《关于山西豪钢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其

中涉及特殊投资条款如下：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山西上市倍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王瑞、张瑞娟 

签订时间：2022 年 12 月 5 日 

2、回购权 

2.1 发生下述任一情形，甲方有权根据本条的规定，要求乙方购买甲方届时所持有的

全部公司股权： 

（1）公司未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实现合格上市，或者通过并购重组方式间接上市； 

（2）标的公司或乙方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与实际存在重大偏差或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

在严重隐瞒、误导、虚假陈述、涉嫌欺诈或违反其作出的陈述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

司出现甲方不知情的账外现金销售收入等，足以影响甲方对标的公司投资和估值的判断； 

（3）标的公司的核心业务及董事、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发生重大变化，知识产权发

生重大纠纷或诉讼导致不符合发行条件、甲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4）标的公司与其关联公司进行有损于甲方的交易或担保行为； 

（5）任一乙方转让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转移所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且导致标的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6）任一乙方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刑事处罚，或牵涉第三方的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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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根据一般常识性的、合理的判断，因甲方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对待等原

因，继续持有标的公司股份将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 

2.2 甲方行使回购权时，有权要求乙方回购甲方届时持有的全部股权，回购款计算公

式为： 

回购款=回购触发时点甲方持有的全部股权对应的投资本金×（1+6%×n）-回购触发

时点甲方持有的全部股权对应的已分配利润 

其中，n 为甲方将资金投资至公司之日起至甲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项之日止的年

限，n=实际天数÷365。 

倍增基金出具《声明》：“如未来触发回购条款，倍增基金有权按照《投资协议》约

定的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要求王瑞、张瑞娟回购股份。如发生因交易制度所限无法实现股

份回购的情形，倍增基金将结合彼时交易制度的具体规定，并综合考虑豪钢重工的具体情

况，与王瑞、张瑞娟进行充分沟通，另行协商替代性方案。” 

王瑞、张瑞娟出具《声明》：“如未来触发回购条款，倍增基金要求声明人回购股份，

声明人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进行回购。如发生因交易制度所限

无法实现股份回购的情形，声明人将结合彼时交易制度的具体规定，并综合考虑豪钢重工

的具体情况，与倍增基金进行充分沟通，另行协商替代性方案。” 

3、股权转让限制 

（1）本次交易完成后至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材料日，未经甲方

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出售或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乙方保证公司不

进行任何控制权的变更。该出售或转让包括仅以协议方式作出约定而不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转让，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股份转让或控制权转移。 

（2）除本次交易前已向甲方披露事项外，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在其持

有的公司股权上创设任何担保、请求权或任何其他权利负担（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除外）。 

（3）任一乙方有意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等规则规定的

协议转让或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向任何主体（包括公司其他股东，统称“受让方”）转让其持

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权（“拟转让股权”），转让股东应向甲方及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列

明拟转让股权数量、转让价格及其他条件、拟转让股权相关的信息，并向甲方提供为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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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通知期”）的期间和机会，甲方有权在该等通知期内选择优先购买部分或全部该等

拟转让股权或选择行使共同出售权。 

4、优先购买权 

受限于股权转让限制的约定，如果任一乙方作为转让股东拟向受让方出售公司股权，

甲方有权在通知期内以转让股东向受让方转让股权相同的价格、条款和条件，优先购买该

等拟转让股权。转让股东应在收到投资方行使该等权利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

转让给投资方。 

上述优先购买权不适用于乙方向其关联方转让公司股权。 

5、共同出售权 

受限于股权转让限制的约定，如果任一乙方作为转让股东拟向受让方出售公司股权，

甲方有权在通知期内以转让股东向受让方转让股权相同的价格、条款和条件，与转让股东

按照 1:1 的比例共同向受让方出售甲方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股东有义务促使受让方以该

等价格、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等比例的公司股权。 

上述共同出售权不适用于乙方向其关联方出售公司股权。 

6、反摊薄权 

（1）乙方应保证新发行股份的每股认购价格和条件不比甲方认购价格更为优惠，否

则，甲方认购价格应按照下述公式进行调整： 

P2=P1×（A+B）÷（A+C） 

其中，P2 为调整后的甲方认购价格；P1 为初始的甲方认购价格；A 为前述新股发行

前公司基于完全摊薄基础的全部注册资本；B 为假设前述新股发行以 P1 的价格进行将新

发行的公司股份（即前述新股发行拟募集的资金总额除以 P1 所得的商数）；C 为前述新

股发行中实际发行的公司股份。 

如公司发生注册资本转增、分红、送股等情况，前述 P1 价格应相应调整为 P1'，计算

公式为： 

派发现金股利：P1'=P1－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1/（1+N） 

两项同时进行：P1'=（P1－D）/（1+N） 

其中，P1 为调整前初始甲方认购价格，D 为公司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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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转增股本数，P1'为调整后甲方初始认购价格。 

（2）甲方有权根据调整后的甲方认购价格重新计算其有权获得的公司股份数额，该

数额与甲方根据《认购协议》所认购及购买的公司股份之间的差额应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由乙方以现金形式补偿甲方并承担甲方因接受补偿而产生的税金（如有）。各乙方就补偿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对于为实施适当的股权激励计划（包括期权、股权购买或股权红利计划、协议

或安排）而向公司的员工、顾问、管理人员或董事发行的股份，甲方不享有反摊薄权项下

的权利。 

7、知情权 

甲方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

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倍增基金出具《声明》：“倍增基金将在符合豪钢重工的《公司章程》、《公司法》

及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行使知情权，不会损害豪钢重工或豪钢重工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王瑞、张瑞娟出具《声明》：“声明人作为豪钢重工的实际控制人，将在符合豪钢重

工的《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倍

增基金行使知情权。” 

8、其他 

本投资协议在豪钢重工实现合格上市或者通过并购重组方式间接上市之日起不可撤

销的无条件彻底终止。 

本协议中第二条至第六条的特殊投资条款，依据证券监管要求在上市申请阶段需要

终止的，自公司向证券监管部门递交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申请之日起终止。但是，本协议

中第二条至第六条的特殊投资条款因此种情形而终止的，应自以下事项发生时起自动溯

及地恢复至被终止之前的效力：公司的上市申请因任何原因被撤回、退回、撤销或被否决。 

 

 

四、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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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和 2022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修订稿）》（公告编号：2022-023、2022-028），就全国股转公司的反馈进行了修订。

上述两次修订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无需

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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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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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张瑞娟、王伟豪、王伟倩 

2023/1/10 

控股股东签名：王瑞 

202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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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备查文件 

（一）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2-028） 

（二）认购公告、认购结果公告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本次定向发行验资报告 

（五）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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