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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数 30,000,000 股，发行价格 4.70

元/股，该等股份已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登记手续，将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本次发行中，所有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从上市首日起

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2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方正电机 指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 万股 A 股股

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六和律所 指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发行费用 指 保荐承销费、律师费、验资费用、股份登记费等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致。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Founder Motor Co., Ltd. 

发行前注册资本：443,510,022 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方正电机 

股票代码：002196 

法定代表人：张敏 

董事会秘书：牟健 

联系电话：0578-2171041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主营业务：缝纫机应用类产品、汽车应用类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配套电机以及动力总成控制类产品）以及智能控制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经营范围：电机、缝纫机的制造、销售；五金工具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二、本次新增股份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7 年 9 月 1 日，发行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发行人董事会认为发行人具备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条件，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

购方式、发行数量、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锁定期安排、上市地点、

募集资金用途、滚存利润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作出决议并提请发行人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 

2017 年 9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

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事宜。 

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 

2018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8 年 5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8 年 8 月 20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7 号），核准本次发行。 

3、发行对象及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方正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65 家机构及个人送达了认购邀请文件，包括

发行人前 20 大股东（未剔除重复机构）共 20 家、基金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公司 5 家、其他对象 10 家。 

2019 年 1 月 25 日上午 9:00-12:00，簿记中心共收到 1 单申购报价单，该投

资者及时送达相关申购文件，且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累计统计结果与下列条件（以下简称“发行结果确定条



 

件”）进行比较： 

（1）投资者累计认购总金额大于 41,090 万元； 

（2）投资者累计认购总股数大于 4,000 万股。 

由于有效申购的累计统计结果均未达到上述任一发行结果确定条件，发行人

及主承销商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先通过电话向首轮获配的投资者征询追加意向，

并通过邮件向其送达追加认购邀请书。向首轮获配投资者送达之后，主承销商向

《浙江方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中的

其他投资者通过邮件发送《追加认购邀请书》及相关附件。《追加认购邀请书》

及相关附件发送后，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与上述投资者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进行确

认，上述投资者均确认收到《追加认购邀请书》及相关附件。 

追加申购期间（2019 年 1 月 25 日至 1 月 28 日中午 12:00），簿记中心共收

到 2 单申购报价单。除首轮获配的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亦均按

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要求足额缴纳保证金。经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上

述投资者在追加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范围内，且按要求送达了完整的申购文件，

均为有效申购。按照《追加认购邀请书》中“三、追加认购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

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的规定，在律师的见证下，主承销商对在规定时间内收到的

有效《追加申购单》进行簿记建档，并完成配售。 

投资者最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单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价格

（元） 

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1
 4.70 2,000.00 9,400.00 

小计 2,000.00 9,400.00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2 马文奇 - 400.00 1,880.00 

3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600.00 2,820.00 

小计 1,000.00 4,700.00 

申购合计 3,000.00 14,100.00 

（三）发行时间 

                                                        
1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系由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推荐。 



 

日期 时间安排 

1 月 22 日（周二） 

1、 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启动发行前会后事项承诺函、发行方

案、发行方案基本情况表、预计时间表； 

2、主承销商收盘后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 

3、律师事务所全程见证 

1 月 23 日至 1 月 24 日 

（周三至周四） 

1、确认投资者收到《认购邀请书》； 

2、接受投资者咨询 

1 月 25 日（周五） 

1、上午 9:00-12:00 接收申购文件传真，簿记建档； 

2、上午 12:00 前接受申购保证金； 

3、律师事务所全程见证； 

4、对拟配售对象进行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5、根据询价结果及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和获配对象名单 

1 月 25 日（周五）至 1 月

28 日（周一） 

1、 启动追加流程，主承销商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追加

认购邀请书》； 

2、 确认投资者收到《追加认购邀请书》； 

3、 接受追加申购文件传真、簿记建档； 

4、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和获配对象名单 

1 月 28 日（周一） 

1、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获配对象名单； 

2、中国证监会同意后，向获配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和《股

份认购协议》 

3、向未获配售的投资者退还申购保证金 

1 月 29 日（周二） 
1、 向未获配售的投资者退还申购保证金 

2、 获配对象补缴申购余款 

1 月 30 日（周三） 
1、获配对象补缴申购余款（截止下午 16:00）； 

2、会计师对申购资金进行验资 

1 月 31 日（周四） 

1、将募集资金净额划付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 

2、会计师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验资； 

3、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2 月 1 日（周五） 
1、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情况报告书、主承销商合规性意见

等全套材料 



 

日期 时间安排 

2 月 12 日（周二） 1、办理股份登记，获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30,000,000 股，不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上限。 

（六）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19 年 1 月 23 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4.70 元/股，相当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 4.70 元/

股的 100%，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的 90%（注：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七）募集资金总额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

20 号），本次发行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41,000,000.00 元。 

（八）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合计 5,452,830.20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 3,500,000.00 元、

律师费 943,396.23 元、审计及验资费 754,716.99 元、法定信息披露费用 254,716.98

元。 

（九）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5,547,169.80 元。 

（十）资产过户和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十一）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截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发行对象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马文奇、上

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将认购资金 141,000,000.00 元全额汇入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1 月 31 日出具的《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19 号），截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止，中信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募股认购缴

款共计人民币 141,000,000.00 元。 

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后的

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2019 年 2 月 1 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9）20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发行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4.70 元，发行人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

民币 141,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人民币 3,500,000.00 元，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1,952,830.20 元，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5,547,169.8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0,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 105,547,169.80 元。 

（十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

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三）股份登记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

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十四）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郑斌 

注册资本：55,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湖北省宜城市中华大道 8 号国家税务局院内 

经营范围：磁浮电车、智轨车、有轨电车等城市交通车辆研发、制造、销售

及维保架修；交通装备、城市智能停车系统等的研发、制造、销售与维保；充电、

升降系统及智能停车设备的设计、销售、维保；车辆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机电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汽车及零配件、金属材料及制品、橡

胶制品、建筑材料、矿产品、木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焦炭、润滑油、燃料油（除

危险化学品）、沥青的销售及供应链贸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2）马文奇 

马文奇，男，身份证号：33010619****，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3）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345 号 248 幢 308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实业投

资，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2、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

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

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需

要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的投资者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

私募投资基金，已在申购报价前履行了备案程序。具体如下： 

（1）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

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 4.70 元/股的申购价格获配，在该价格上参与

本次申购的产品及其穿透结果为： 

序号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马文奇 

马文奇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

金的备案。 

马文奇以 4.70 元/股的申购价格获配，在该价格上参与本次申购的产品及其

穿透结果为： 

序号 马文奇 

2 马文奇 

（3）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管理人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

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4.70 元/股的申购价格获配，在

该价格上参与本次申购的产品及其穿透结果为： 

序号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3-3 上海普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4 上海长风汇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发行对象的适当性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

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

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

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C2、C3、C4、C5。本次方正电机非

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为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风险等级为 C2 的普通投资者应按照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提交相应材料，且签署《产品或服务不适当警示及投资者确认书》后，经

主承销商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参与认购。 

本次方正电机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

核查要求，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2 马文奇 普通投资者 是 

3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3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 

4、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6、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7、申购报价情况、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30,000,000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

数量上限 40,000,000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3 名，未超过 10 名。限售期均为 12

个月。投资者最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单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价格

（元） 

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2
 4.70 2,000.00 9,400.00 

小计 2,000.00 9,400.00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2 马文奇 - 400.00 1,880.00 

3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600.00 2,820.00 

小计 1,000.00 4,700.00 

申购合计 3,000.00 14,100.00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最终确定的认购对象

及配售结果如下： 

                                                        
2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系由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推荐。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94,000,000.00 12 

2 马文奇 4,000,000 18,800,000.00 12 

3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00 28,200,000.00 12 

合计 30,000,000 141,000,000.00 - 

（十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方正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符合相关法律

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

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取得发行人内部

有效批准及授权，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过程及认购对象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书》等法律文书的内容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该批

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锁定期（月） 

1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12 

2 马文奇 4,000,000 12 

3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00 12 

合计 30,000,000 -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证券代码：002196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首日自 2019 年 2 月 22 日起算。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2 日（非交易日顺延）。 

四、本次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2,363,707 32.10% 30,000,000 172,363,707 36.4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146,315 67.90% - 301,146,315 63.60% 

三、股份总数 443,510,022 100.00% 30,000,000 473,510,022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相应变化，发行人将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张敏 74,263,167 

2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31,269,159 

3 卓斌 29,886,877 

4 翁伟文 15,451,622 

5 红塔资产-浙商银行-红塔资产鑫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9,240,00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6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货立风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8,870,000 

7 徐正敏 3,364,535 

8 樊青樟 2,480,905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2,679,868 

10 冒晓健 2,293,233 

合计 179,799,366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张敏 74,263,167 

2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31,269,159 

3 卓斌 29,886,877 

4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5 翁伟文 15,451,622 

6 红塔资产-浙商银行-红塔资产鑫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9,240,000 

7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货立风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8,870,000 

8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00 

9 马文奇 4,000,000 

10 徐正敏 3,364,535 

合计 202,345,36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上

述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数量在发行前后均未发生任何变动。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 30,000,000 股，发行后总股本共计 473,510,022 股。

以 2018 年 1-9 月和 2017 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

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8 年 9 月 30

日/2018年 1-9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2018 年 9 月 30

日/2018年 1-9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每股净资产（元） 5.67 5.56 5.60 5.49 



 

每股收益（元） 0.13 0.30 0.12 0.28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

按照 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5 层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庄玲峰、肖云都 

项目协办人： 董超 

项目组人员： 金波、丁然、孙亚明 

联系电话： 0571-85783754 

传真： 0571-85783754 

（二）发行人律师：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北楼 20 层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北楼 20 层 

法定代表人： 郑金都 

经办律师： 蒋政村、蒋贇 

联系电话： 0571-87206771 

传真： 0571-87206789 

（三）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负责人： 吕苏阳 

经办会计师： 周小民、陈勃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负责人： 吕苏阳 

经办会计师： 周小民、陈勃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六、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方正电机与中信证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

之承销及保荐协议》，方正电机聘请中信证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人，负责推荐方正电机本次发行与上市，并在持续督导期间内负责持续督导

方正电机的工作。中信证券对方正电机的保荐期间包括两个阶段，即中信证券推

荐方正电机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期间（以下简称“推荐期间”）和中信证券对

方正电机进行持续督导的持续督导期间（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期间”）。推荐期间

从上述协议生效之日起到方正电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止。持续督

导期间为方正电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至少一个完整会计

年度。 

（二）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受方正电机委托，中信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本着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

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

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 

“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

证券愿意推荐方正电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其他重要事项 

无。 



 

八、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签署的承销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情

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签署页）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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