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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2019-008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76,552,927股 

发行价格：10.16元/股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金额（元）  

获配股数

（股） 

锁定期

限（月） 

1 
华安财保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财保资管稳定增利

1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299,999,999.44  29,527,559  12 

2 
深圳市星河投资

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49,999,991.44  4,921,259  12 

3 
中意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意资产-定增精选 10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99,999,996.24  19,685,039  12 

4 吴英 吴英 149,999,994.64  14,763,779  12 

5 金卫东 金卫东 31,111,108.72  3,062,117  36 

6 
德赫斯（毛里求

斯） 
德赫斯（毛里求斯） 23,333,323.92  2,296,587  36 

7 丁云峰 丁云峰 15,555,549.28  1,531,058  36 

8 王仲涛 王仲涛 7,777,774.64  765,529  36 

合计 777,777,738.32 76,552,927 - 

（三）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吴英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向金卫东、德赫斯（毛里求斯）、丁云峰、王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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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

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相关程序 

2017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

议案》、《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年-2019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7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

议案》、《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年-2019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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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

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

稿）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8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和对董事会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8年12月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和对董事会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8年9月3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

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18年11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辽宁禾丰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42号），核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A股 

3、股票面值：1.00元 

4、发行数量：76,552,927股 

5、发行价格：10.16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10.16元

/股，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6、募集资金总额：777,777,738.32元 

7、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登记费用等）：

8,851,552.75元 

8、募集资金净额：768,926,185.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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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9年 4 月 17日，广发证券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到禾丰牧业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 777,777,738.32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缴款专用账户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7-33

号《验证报告》。 

2019 年 4月 18 日，公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已足额划至禾丰牧业

指定的资金账户。2019 年 4月 19日，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就禾丰牧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苏亚验[2019]6 号《验

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9年 4月 18 日止，禾

丰牧业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6,552,92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77,777,738.3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68,926,185.57 元。 

公司已于 2019年 4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认为： 

禾丰牧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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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除金卫东、德赫斯（毛里求斯）、丁云峰和王仲涛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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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最终获配的 8名投资者中，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意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备案；深

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吴英、金卫东、德赫斯（毛里求斯）、丁云峰、王仲涛

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非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相关备案。 

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获得内部批准授权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有权按

照上述批准授权实施本次发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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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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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76,552,927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发行对象总数为 8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金额（元）  

获配股数

（股） 

锁定期

限（月） 

1 
华安财保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财保资管稳定增利

1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299,999,999.44  29,527,559  12 

2 
深圳市星河投资

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49,999,991.44  4,921,259  12 

3 
中意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意资产-定增精选 10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99,999,996.24  19,685,039  12 

4 吴英 吴英 149,999,994.64  14,763,77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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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卫东 金卫东 31,111,108.72  3,062,117  36 

6 
德赫斯（毛里求

斯） 
德赫斯（毛里求斯） 23,333,323.92  2,296,587  36 

7 丁云峰 丁云峰 15,555,549.28  1,531,058  36 

8 王仲涛 王仲涛 7,777,774.64  765,529  36 

合计 777,777,738.32 76,552,927 -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年 4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吴英发行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向金卫东、德赫斯（毛里求斯）、丁云峰、王仲

涛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

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 年 9月 5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与贵阳路交口东南侧环贸商务中心-2-901，

-2-902，-2-903，-2-904，-2-905  

法定代表人：童清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

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9 年 9月 18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2101-2(仅限办

公) 

法定代表人：黄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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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3、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5月 23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一

号楼 B230-1  

法定代表人：吴永烈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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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吴英 

姓名：吴英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5、金卫东 

姓名：金卫东 

住址：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镇**** 

6、德赫斯（毛里求斯） 

成立日期：2006 年 10月 6日 

注册地址：毛里求斯共和国路易斯港市 

授权签字人：Marcus Leonardus van der Kwaak 

经营范围：财务投资 

7、丁云峰 

姓名：丁云峰 

住址：沈阳市大东区草仓路**** 

8、王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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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仲涛 

住址：沈阳市大东区八王寺街****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9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限售股数量 

1 金卫东 146,487,381  17.32% 境内自然人   

2 丁云峰 80,398,500  9.51% 境内自然人   

3 德赫斯（毛里求斯） 80,007,352  9.46% 境外法人   

4 邵彩梅 54,559,878  6.45% 境内自然人   

5 王凤久 50,084,602  5.92% 境内自然人   

6 

张铁生 48,360,000  5.72% 境内自然人   

沈阳禾丰合力投资有限

公司 
48,360,000  5.7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 王仲涛 47,151,000 5.58% 境内自然人   

9 高俊松 14,378,872 1.70% 境内自然人   

10 王振勇 9,800,000 1.16% 境内自然人   

合计 579,587,585 68.5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限售股数量 

1 金卫东 149,549,498 16.21% 境内自然人 3,062,117 

2 丁云峰 81,929,558 8.88% 境内自然人 1,531,058 

3 德赫斯（毛里求斯） 82,303,939 8.92% 境外法人 2,296,587 

4 邵彩梅 54,559,878 5.92% 境内自然人   

5 王凤久 50,084,602 5.43% 境内自然人   

6 

张铁生 48,360,000 5.24% 境内自然人   

沈阳禾丰合力投资有限

公司 
48,360,000 5.2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 王仲涛 47,916,529 5.20% 境内自然人 765,529 

9 
华安财保资管稳定增利

1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29,527,559 3.20% 其他 29,527,559 

10 
中意资产-定增精选 10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9,685,039 2.13% 其他 19,685,039 

合计 612,276,602 66.39%   56,867,889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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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金卫东直接持有公司17.32%的股份，通过控股沈阳禾丰合力投

资有限公司控制公司5.72%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通过《一致行动确认

和承诺函》联合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四名股东控制公司27.45%的表

决权。因此，金卫东合计控制公司表决权的比例为50.49%，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76,552,927股，总股本将增

至922,304,396股，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较发行前有所下降。金卫

东直接持有公司16.21%的表决权，通过控股沈阳禾丰合力投资有限公司控制公司

5.24%的股份，并通过《一致行动确认和承诺函》联合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

王仲涛四名股东控制公司25.42%的表决权。因此，金卫东合计控制公司表决权的

比例为46.88%，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76,552,927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575,000  1.72% 91,127,927  9.88% 

无限售条件股份 831,176,469  98.28% 831,176,469  90.12% 

合计 845,751,469  100.00% 922,304,39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偿债能

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

司巩固现有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

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同时，机构投

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



10 
 

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

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存在新增同业竞争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实施不

涉及到关联交易事项。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保荐代表人：黄海声、何宇 

项目协办人：毛剑敏 

项目组其他成员：王欢、雷丰善、赵亮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号广发证券大厦 41层 

联系电话：020-66338888 

传真：020-875536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彭雪峰 

经办律师：于绪刚、赵银伟、石家麒、亢苹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D座7层 

联系电话：010-58137799 

传真：010-58137788 

（三）审计机构：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詹从才 

经办注册会计师：林雷、王进 

联系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105-6号中环国际广场22-23楼 

联系电话：025-83235046 

传真：025-8323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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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辽宁禾丰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四）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