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45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芯大道5号 

 

 

 

 

 

 

 

 

 

2022年11月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45 

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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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罗辉  罗丽萍  颜庆  罗小鹰  杨兴江 

 

 

全体监事签名： 

 

         

秦继发  庞炜  李晶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颜庆  罗小鹰  刘鑫  申鸿平  杨兴江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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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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能科技 指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监事会 指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董事会 指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公司章程》 指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们共和国证券法》 

行业、本行业 指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华西证券、主办券商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梦开来 指 成都云梦开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云梦创未 指 成都云梦创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报告期 指 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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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依能科技 

证券代码 836803 

主办券商 华西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所属行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I)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I65)

软件开发(I651)软件开发(I6510) 

主营业务 
信息化管理及智慧学习领域相关产品、辅助工具的研发、应用

和推广 

发行前总股本（股） 21,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0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22,000,000 

发行价格（元） 2.80 

募集资金（元）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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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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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权

的议案》，确认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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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章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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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2,800,000 现金 

合计 - - 1,000,000 2,8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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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为境内自然人，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为他人

代为缴款，也不存在非法募集他人资金投资的情形，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为 2,800,000元，与预计募集资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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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章璞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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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的法律规定应予限售的情形。根据

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认购对象承诺自愿锁定本次定向发行认购的全部股份。本次

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等规范性要求。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开设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方电气支行 

账    号：4402205229100134356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由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方电气支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羊支行的

下辖分支机构，具有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但未刻制公章。因此，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羊支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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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在册股东不包含外国投资者，不需要履行外资审批、备案程序。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境内自然人，不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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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十）本次定向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规则》等要求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相关议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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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

办发行）》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公告。 

针对本次定向发行，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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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辉 15,000,000 71.43% 11,250,000 

2 罗章璞 750,000 3.57% 0 

3 云梦开来 2,730,000 13% 0 

4 云梦创未 2,520,000 12% 0 

合计 21,000,000 100% 1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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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辉 15,000,000 68.18% 11,250,000 

2 罗章璞 1,750,000 7.96% 1,000,000 

3 云梦开来 2,730,000 12.41% 0 

4 云梦创未 2,520,000 11.45% 0 

合计 22,000,000 100% 12,250,000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限售股数情况，依据是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0月 14日）股东名册所载信息。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

量、持股比例及限售股数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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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000 17.86% 3,750,000 17.05%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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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6,000,000 28.57% 6,000,000 27.27% 

合计 9,750,000 46.43% 9,750,000 44.32%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250,000 53.57% 11,250,000 51.1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0 0% 0 0%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0 0% 1,000,000 4.54% 

合计 11,250,000 53.57% 12,250,000 55.68% 

总股本 21,000,000 100% 22,000,000 100% 

4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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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截至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0 月 14 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4

人。本次发行对象罗章璞为公司在册股东，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仍为 4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募集资金 2,800,000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资产结构更趋稳健，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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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

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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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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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39 0.1422 0.1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20 2.34 2.36 

资产负债率 37.12% 35.69% 34.43% 

 

三、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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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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辉  
罗丽萍 

2022年11月14日 

控股股东签名： 

 

   

罗辉  
 

 

202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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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成都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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