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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能

科股份”）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 2019 年 11 月 2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本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以下简称“招股意向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意向书中

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1441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开发行了 12,892,000 股 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23.2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6,840.00 元（含发行费

用）。  

本次发行方式采取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1 月 22 日，T-1 日）收

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其余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本

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包销剩余股票。  

经上交所同意，本次发行的 12,892,000 股 A 股股票将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均为无流通限制及无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刊登了《能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全文可

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3、股票简称：能科股份 

4、股票代码：603859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39,152,295 股  



 

6、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12,892,000 股  

7、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无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12,892,000 股  

9、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本次上市的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类别 配售股数（股） 占本次增发股数比例（%） 限售情况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100,000 0.78 无持有期限制 

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833,212 6.46 无持有期限制 

除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网上申购 2,889,000 22.41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下申购 8,960,000 69.50 无持有期限制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09,788 0.85 无持有期限制 

合计 12,892,000 100.00 - 

注：以上发行股份中，通过网上发行的共计 3,722,212 股，通过网下发行的共计

9,169,788股。 

参与本次公开增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

以上的股东遵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如在本次股票发行后六个月内卖出

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

变动遵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不作除权安排，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Nancal Technology Co., Ltd 

曾用名称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欣博通能科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能科股份 

证券代码： 603859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顾八路一区 9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 5 号楼互联网创新中心

2 层 

法定代表人： 祖军 

注册资本 12,626.0295 万元（本次发行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7975786690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软件开发；

计算机系统服务；能源管理；产品设计；模型设计；航空

航天技术开发；力学环境试验设备技术开发；电动汽车充

电设备技术开发；销售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机电设备、

撬装设备、充电设备、车载电子产品、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仪器仪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线电缆；货物进出口

（国营贸易管理货物除外）、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安装机电设备；出租办公用房；

制造全数字式低、中高压晶闸管固态软起动器柜和集成高

中低压变频器、无功补偿、电能质量设备、电控设备及电

源设备；组装电控设备。 

联系电话： 010-58741905 

联系传真： 010-58741906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数（股） 

祖军 董事长 25,168,000 25,168,000 

赵岚 副董事长、总裁 23,328,000 23,328,000 

于胜涛 董事、副总裁 9,398,100 9,398,100 

刘团结 
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 - 

范爱民 董事 - - 

蔡志勇 董事 - - 

石向欣 独立董事 - - 

杨晓辉 独立董事 - - 

付立家 独立董事 - - 

刘景达 监事会主席 50,000 54,000 

谢颂强 监事 - - 

张冬 职工监事 - 2,000 

孙俊杰 副总裁、总工程师 100,000 100,000 

马巧红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 2,000 

竺伟 副总裁 - - 

阴向阳 副总裁 - - 

合计 58,044,100 58,052,100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祖军 25,168,000 18.09% 

2 赵岚 23,328,000 16.76% 

3 于胜涛 9,398,100 6.75% 

4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90,024 4.52% 

5 龚军 4,227,596 3.04% 

6 曹丽丽 4,127,596 2.97% 



 

7 新余深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75,074 2.28%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000,000 2.16% 

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2,846,384 2.05% 

10 
国金证券－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国金证券－

横琴人寿委托投资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40,000 1.54% 

总计 83,700,774 60.15% 

截至2019年12月2日，祖军持有公司2,516.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9%，

为能科股份的控股股东；2012年3月10日，祖军、赵岚、于胜涛签署《一致行动

人确认和承诺函》，约定在三方均作为公司股东期间内，在公司的管理和决策中

保持一致意见，其中祖军、赵岚为夫妻关系，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祖军、赵岚、

于胜涛，截至2019年12月2日，三人合计持有公司5,789.4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60%。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 

份数（股） 

发行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00,295 10.06% - 12,700,295 9.1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560,000 89.94% 12,892,000 126,452,000 90.87% 

合计 126,260,295 100.00% 12,892,000 139,152,295 100.00% 

  



 

第四节 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1、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发行数量：12,892,000 股  

4、发行价格：23.27 元/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即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前一个交易日能科股份 A 股股票均价。  

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75.4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5、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剩

余股票。  

6、募集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6,840.00 元，扣除发行费

用（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83,089,759.83 元。  

7、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16,907,080.17 元，每

股发行费用为 1.31 元。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承销费用 14,512,317.93 

保荐费用 943,396.23 

会计师费用 38,867.92 

律师费用 586,037.74 

推介宣传费用 660,377.36 

发行手续税费 166,082.99 

合计 16,907,080.17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13 元（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31 元（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6,84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后的余额

283,613,782.99 元已由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汇入发行人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出具了天圆全验字[2019]000016

号《验资报告》。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圆全审字[2017]000447 号、天圆全

审字[2018] 000320 号、天圆全审字[2019]00046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意向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

阅读招股意向书。 

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披露了 2019 年 1-9 月财务报表，2019 年 1-9 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2019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09-30 2018-12-31 本报告期增减 

流动资产 970,848,725.82 733,405,078.77 32.38% 

总资产 1,392,313,874.25 978,093,612.80 42.35% 

流动负债 324,692,922.73 176,949,988.21 83.49% 

总负债 333,748,230.50 185,275,178.92 80.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71,171,538.32 709,712,355.17 36.84% 

每股净资产 7.69 6.25 23.08%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520,221,585.10  269,237,453.60  93.22% 

营业利润 71,145,508.41  19,427,048.74 266.22% 

利润总额 71,195,985.15  26,093,807.89 172.85% 

净利润 60,779,444.39  24,388,145.01  149.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694,751.62  18,060,772.33  208.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622,314.61  10,092,233.98 44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16 187.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45 0.09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3% 2.70% 3.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6.40% 1.51% 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20,071.58 -77,559,361.48 -22.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48 -0.68 -29.93% 

三、财务信息的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敬请查阅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可浏览

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 2019 年 11 月 21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

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

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等未发

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宏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0-19

层 

保荐代表人：白毅敏、高俊 

项目协办人：王安琪 

项目组成员：林颖 

联系电话：0755-28801380 

传真：0755-28801380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

了核实，认为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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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同意推荐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的盖章页） 

 

 

 

 

 

 

发行人：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的盖章页）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