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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资 报 告  

 

 大华验字[2019]000499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

物股份”）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按照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

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浩物股份

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浩物股份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

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

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浩物股份的实际情况，实施

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浩物股份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5,166,773.00 元，实收资本为

人民币 605,166,773.00 元。根据浩物股份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1 号）的核准，

同意浩物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9,553,939.00

元。本次非发行股票价格为 3.98 元/股。浩物股份本次申请新增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9,547,738.00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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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714,511.00 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止，浩物股份采取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式，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9,547,738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36,999,997.2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9,538,097.55 元（不含发行费用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572,285.8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7,461,899.69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59,547,738.00 元（大写：伍仟

玖佰伍拾肆万柒仟柒佰叁拾捌元整），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67,914,161.69 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浩物股份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5,166,773.00 元，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大华验字[2019]00028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止，浩物股份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664,714,511.00 元。 

本验资报告供浩物股份申请变更登记时使用，不应将其视为是对

浩物股份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

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

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1、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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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止 2019年 12月 25日 

 

被审验单位名称：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实际新增出资情况 

货币 实物 无形资产 净资产 其他 合计 其中：实缴新增注册资本 

申万宏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59,547,738.00 236,999,997.24 - - - - 236,999,997.24 59,547,738.00 

合计 59,547,738.00 236,999,997.24 - - - - 236,999,997.24 59,547,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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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截止 2019年 12月 25日 

 

被审验单位名称：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153,547,173.00 25.37% 213,094,911.00 32.06% 153,547,173.00 25.37% 59,547,738.00 213,094,911.00 32.06%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0,873,385.00 16.67% 100,873,385.00 15.18% 100,873,385.00 16.67% - 100,873,385.00 15.18% 

申万宏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 - 59,547,738.00 8.96% - - 59,547,738.00 59,547,738.00 8.96% 

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52,672,232.00 8.70% 52,672,232.00 7.92% 52,672,232.00 8.70% - 52,672,232.00 7.92% 

黄志刚 1,556.00 0.00% 1,556.00 0.00% 1,556.00 0.00% - 1,556.00 0.00% 

二、无限售流通股 451,619,600.00 74.63% 451,619,600.00 67.94% 451,619,600.00 74.63% - 451,619,600.00 67.94% 

合计 605,166,773.00 100.00% 664,714,511.00 100.00% 605,166,773.00 100.00% 59,547,738.00 664,714,51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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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股份”）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100020642014XY的营业执照，注

册地址为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渝大道1558号，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浩物股份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605,166,773.00元。 

二、本次申请增加的注册资本及审批情况 

根据浩物股份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1 号）的核准，同意浩物股份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9,553,939.00元。 

浩物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 2019 年 12 月 16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需满足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

十，即不低于 3.98 元/股。根据证监许可[2019]191号文件核准浩物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9,553,939.00 元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量为 59,547,738

股，募集资金总额 236,999,997.24 元。申万宏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方式认

购发行的全部股份。 

浩物股份本次申请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59,547,738.00元，变更后注册资本

（股本）为人民币 664,714,511.00元。 

三、审验结果 

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止，浩物股份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已收到投资者缴纳的出资款人民币 236,999,997.24 元，扣除承销等费用（含税）人

民币 9,960,383.40 元，余额 227,039,613.84 元，已于 2019年 12月 25 日汇入浩物股份在

成都银行金府路支行开立的 1001300000748602 账户人民币 227,039,613.84元。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浩物股份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141,509.4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227,461,899.69 元（加回承销等费用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563,795.29 元），其中增加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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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59,547,738.00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67,914,161.69元。 

经审核，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费用类别（不含税） 金额(人民币元) 

验资费 141,509.44 

承销费等 9,396,588.11 

合计 9,538,097.55 

四、其他事项 

1、本次新增股本是限售流通股，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本次浩物股份股份变更尚未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变更

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