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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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炻新材、本公司、公

司、发行人 
指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沃府新材 指 乐昌市沃府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联炻投资 指 
东莞联炻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王研石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正午投资 指 
东莞市正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温正台

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股东大会 指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指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 指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办券商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启赋律师事务所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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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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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3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

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 

《股票发行问答三》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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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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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文中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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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金炻新材 

证券代码 838559 

主办券商 海通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20,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7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21,700,000 

发行价格（元） 6.9 

募集资金（元） 11,73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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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进行特别规定。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定向发行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发行人应当按照《公众公司办法》的规定，

在股东大会决议中明确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册

股东无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召开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定向发行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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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玲 1,700,000 11,73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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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事、

监

事、

高级

管理

人员 

合计 - 1,700,000 11,730,000 - - 

 

伍玲，女，中国国籍，1983年 09月出生，身份证号码：43098119830908****，住址：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运河东三路 80号。 

伍玲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持有公司 2,159,300股股票，与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温正

台系夫妻关系；二人分别持有公司股东东莞市正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的股权，温正台

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伍玲担任该公司监事。 

除此之外，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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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0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1,7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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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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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玲 1,700,000 1,275,000 1,275,000 0 

合计 1,700,000 1,275,000 1,275,000 0 

1、本次发行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上述发行对象需遵循《公司法》、《业务规则》、

《定向发行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关于限售的要求，将在本次认购完成后对其

新增股份的按规定办理限售手续。 

除上述法定限售安排外，无自愿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 

2、本次限售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新增股份应当

遵守《公司法》、《业务规则》及其他关于限售的规定，故本次限售安排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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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0年 11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

定<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2020 年 11 月 2 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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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广东金炻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20-068）；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

司召开了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证监会《格式准则第 3号》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规

定建立募集资金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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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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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按照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如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需先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公告。 

公司将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

用。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规定，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出具核查报告，

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时一并披露。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395040100100219376 

截至 2020年 12月 21 日，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将认购款实缴至上述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定向发行

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0）第 010137 号《验资报告书》。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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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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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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无需国资、外资等相关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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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年 11月 2 日，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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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以下公告：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2）《股票定向发

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0-067）（3）《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20-068）（4）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5）《关于召开 2020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6）《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1）。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本次提交至 2020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具体如下： 

1）《关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 

2）《关于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发行认购

协议>的议案》； 

3）《关于重新制定<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4）《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5）《关于修改<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7）《关于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2020年 11月 19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 11月 19日，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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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以下公

告：（1）《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2）《股票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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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修订稿）》。 

根据《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具体如下： 

1）《关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 

2）《关于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发行认购

协议>的议案》； 

3）《关于制定<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4）《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5）《关于修改<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7）《关于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202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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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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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74）。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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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以下公告：（1）《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二次修订

稿）》；（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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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76）。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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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20-77）》。 

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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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提前结束暨认购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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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研石 8,300,812 41.5041% 6,225,609 

2 温正台 5,405,895 27.0295% 4,044,906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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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伍玲 2,159,300 10.7965% 1,601,000 

4 刘畅 991,279 4.9564% 0 

5 陈晓峰 838,468 4.1923% 0 

6 温正搭 838,468 4.1923% 0 

7 陈小玲 354,755 1.7738% 0 

8 郑慧琴 209,755 1.0488% 0 

9 刘恩妮 167,804 0.8390% 0 

10 

东莞市联炻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56,405 0.7820% 52,135 

合计 19,422,941 97.1147% 11,92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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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研石 8,300,812 38.2526% 6,225,609 

2 温正台 5,405,895 24.9120% 4,044,906 

3 伍玲 3,859,300 17.7848% 2,876,000 

4 刘畅 991,279 4.5681% 0 

5 陈晓峰 838,468 3.8639% 0 

6 温正搭 838,468 3.8639% 0 

7 陈小玲 354,755 1.6348% 0 

8 郑慧琴 209,755 0.9666% 0 

9 刘恩妮 167,804 0.7733% 0 

10 

东莞市联炻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56,405 0.7208% 52,135 

合计 21,122,941 97.3408% 13,198,65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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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3,671 14.5684% 2,913,671 13.4271%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941,164 9.7058% 2,366,164 10.9040%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3,086,573 15.4329% 3,086,573 14.2238%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0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7,941,408 39.7071% 8,366,408 38.5549%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6,282,426 31.4121% 6,282,426 28.951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5,724,031 28.6202% 6,999,031 32.2536%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52,135 0.2607% 52,135 0.2403%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12,058,592 60.2930% 13,333,592 61.4452% 

总股本 20,000,000 100% 21,7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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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25人。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 25名股东，本次发行后公司新增股东 0人，共有 25名股东。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本规模、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同

时募集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抵御财

务风险的能力，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 

本次发行将用于偿还部分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

公司利润，有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 11,730,000.00 元，将增加公司在 2020 年度的筹资性现金流 1,173 万

元，可进一步优化公司现金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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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公司主营业务定位为塑胶原料制品塑胶粒的贸易销售。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降低公司资产负债

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保障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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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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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持

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型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实际 

控制人 

王研石 8,300,812 41.5041% 0 8,300,812 38.2526% 

陈晓锋 838,468 4.1923% 0 838,468 3.8639% 

林启鹏 56,817 0.2841% 0 56,817 0.2618% 

一致行

动人 
联炻投资 156,405 0.7820% 0 156,405 0.7208% 

合计  9,352,502 46.7625% 0 9,352,502 43.0991 

第一大 

股东 
王研石 8,300,812 41.5041% 0 8,300,812 38.2526% 

股东王研石直接持有公司 41.50%的股份，通过东莞市联炻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 0.155%的股份，共计持有公司 41.655%的股份，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王研石、陈晓锋和林启鹏，其中王研石直接持有公司 41.50%

的股份；林启鹏持有公司 0.28%的股份；陈晓锋持有公司 4.19%的股份，共同实际控制人

直接持有公司 45.97%的股份。与此同时，联炻投资持有公司 0.78%的股份，王研石为联炻

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联炻投资对公司的表决权，王研石、陈晓锋和林启鹏及王研石

的一致行动人联炻投资共计持有公司 46.7625%表决权，可以控制公司生产、经营决策，

故王研石、陈晓锋和林启鹏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发行前后发行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型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发行对

象 
伍玲 2,159,300 10.7965% 1,700,000 3,859,300 17.7848% 

一致行

动人 

温正台 5,405,895 27.0295% 0 5,405,895 24.9120% 

正午投资 1,100 0.0055% 0 1,100 0.0051% 

合计  7,566,295 37.8315% 1,700,000 9,266,295 42.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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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后，王研石、陈晓锋和林启鹏及一致行动人联炻投资共计持有公司

43.0991%表决权大于发行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42.7018%的表决权，王研石、

陈晓锋和林启鹏仍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故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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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研石 
总经理、董

事长 
8,300,812 41.5041% 8,300,812 38.2526% 

2 温正台 董事 5,405,895 27.0295% 5,405,895 24.9125% 

3 叶芳芳 董事 0 0% 0 0% 

4 刘映红 董事 12,500 0.0625% 12,500 0.0576% 

5 王代军 董事 15,000 0.075% 15,000 0.0691% 

6 伍玲 
财务总监、

信息披露人 
2,159,300 10.7965% 3,859,300 17.7848% 

7 林启鹏 监事会主席 56,817 0.2841% 56,817 0.2618% 

8 熊勇 监事会主席 47,500 0.2375% 47,500 0.2189% 

9 王衡 监事 12,500 0.0625% 12,500 0.0576% 

10 李卫明 监事 12,500 0.0625% 12,500 0.0576% 

合计 16,022,824 80.1142% 17,722,824 81.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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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 0.03 0.02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66 1.72 2.12 

资产负债率 71.89% 75.18% 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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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本次修订均不

涉 及 发 行 对

象、认购价格、

认购数量、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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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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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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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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 官 网

（www.neeq.com.cn）

披露的《金炻新材：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自办发行）（修订

稿）》。 

2 第二次调整 2020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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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 官 网

（www.neeq.com.cn）

披露的《金炻新材：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自办发行）（二次修

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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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研石        陈晓峰       林启鹏    

2021年1月13日 

第一大股东签名：         

王研石 

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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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一）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 

（二）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 

（三） 经与会股东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四）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五） 《广东金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六） 《股票发行认购合同》 

（七） 《验资报告书》 

（八） 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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