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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贵会”）证监

许可[2020]1765号文核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煌钢构”、

“公司”、“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897,764 股新股。发行人委托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富煌钢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富煌钢构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6.62元/股。 

发行期首日为《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发送日的下一个交易日，即 2020 年 11 月 9

日（T-2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按照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

案》”）及《认购邀请书》中关于“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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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则以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中关于“已申购者优先、认购金额

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62 元/股，符合股

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根据贵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765号），本次发行数量上限为 100,897,764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为 98,942,598 股，未超过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

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765号文规定的发行数量上限。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23 名，未超过 35 名，符合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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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54,999,998.76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4,562,885.3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40,437,113.45 元，符合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655,000.00 万元的方案。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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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4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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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项。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董事会提交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根据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

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即有效期

至 2021年 4月 29 日。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 8月 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申请进行了审核，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0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富煌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65号），核准发行

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897,764 股新股，核准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2 日，有

效期 12个月。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的批准，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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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的发送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首轮认购阶段，主承销商共向 85 家投资者送达了认购邀请

文件。投资者名单包括截至 2020年 10月 30 日公司前 20名股东（不含 1名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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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等关联股东后顺延）、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不含 4家董事会决议公

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家证券公司（不含 2家

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不

含 2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保险机构投资者）以及 30 家董

事会决议公告后至首轮申购报价日已经发送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其中，主承销

商于方案报送日（2020 年 10 月 13 日）至首轮申购报价日（2020 年 11 月 11 日

12:00）期间，有 6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均为其他投资者。 

主承销商于追加认购阶段（2020年 11月 11日 12:00至 2020年 11月 25日

17:00），有 11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均为其他投资者，主承销商向上

述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 

截至 2020年 11 月 25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96家投资者送达了认购邀请

文件及追加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包括截至 2020年 10月 30日公司前 20名股东（不

含 1名控股股东等关联股东后顺延）、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不含 4家董

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发送认购意向书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

（不含 2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发送认购意向书的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

投资者（不含 2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发送认购意向书的保险机构投资者）以

及 41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发送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认购邀请书（追加

认购）》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同时，《认购邀请书》、《认购邀请书（追

加认购）》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竞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

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认购邀请书》、《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的发送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述新增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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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通过资产管理产品计划等方式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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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认购，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上述新增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上述新增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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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二）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11月 11 日（T日）9:00-12:00，在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

下，共有 9家认购对象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价单》及相

关附件提交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经国元证券与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核查确认，9家《申购报价单》有

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

档，冻结履约保证金共计 2,400万元。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 报 价 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缴纳保证金

（万元） 

是否有

效 

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汇尊享九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6.62 2,500 400 是 

2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汇尊享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6.62 2,500 400 是 

3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汇尊享六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6.62 2,500 400 是 

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5 3,990 

- 是 
6.68 3,995 

5 上海弋江投资有限公司 6.62 2,500 400 是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81 2,510 

- 是 
6.73 2,510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3 2,510 - 是 

8 朱先祥 6.62 2,500 400 是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70 3,000 400 是 

由于首轮有效申购的累计统计结果均未达到任一发行结果确定条件，发行人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2:00 后向首轮获配的投资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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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追加意向，通过邮件向其发送《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并向《安徽富煌钢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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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后续表达

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及《追加认购申购单》等

相关附件。《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及相关附件发送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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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及相关附件。 

追加申购期间（2020 年 11 月 11 日 12:00 至 11 月 25 日 17:00），簿记中心

共收到 18 单《追加认购申购单》。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

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经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上述投资者在《认购邀请书（追加

认购）》发送名单范围内，且按要求发送了完整的申购文件，其追加申购为有效

申购。本次追加按照《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中的“三、追加认购发行对象

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在规定时间内收

到的有效《追加认购申购单》进行簿记建档。 

参与本次认购的对象均在《认购邀请书》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发

送名单所列示的公司和个人范围内。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所有参与认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

邀请书》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或《追加

认购申购单》及完整的附件，上述认购对象的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

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的约定，申购

报价合法有效。 

（三）定价和配售过程 

按照《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认。经协商，按照

《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中关于“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

先”的基本原则以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中关于“已申购者优先、认购金

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 的基本原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确认最终

获配投资者共 23家，发行价格为 6.62元/股，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98,94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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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54,999,998.76元。各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

汇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76,435 24,999,999.70 6 

2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

汇尊享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76,435 24,999,999.70 6 

3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

汇尊享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76,435 24,999,999.70 6 

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34,743 39,949,998.66 6 

5 上海弋江投资有限公司 3,776,435 24,999,999.70 6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91,540 25,099,994.80 6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812,688 45,099,994.56 6 

8 朱先祥 3,776,435 24,999,999.70 6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31,722 29,999,999.64 6 

10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含德开元三号股权投资私

募基金 

1,661,631 10,999,997.22 6 

1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

汇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510,574 9,999,999.88 6 

12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1,586,102 10,499,995.24 6 

13 刘锦生 1,510,574 9,999,999.88 6 

14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

信鑫汇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76,435 24,999,999.70 6 

15 
浙江善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善

渊筑基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21,148 19,999,999.76 6 

1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21,148 19,999,999.76 6 

17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胜恒佳选新经济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15,407,854 101,999,993.48 6 

18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涌

津涌鑫 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21,148 19,999,999.76 6 

19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31,722 29,999,999.64 6 

20 王东俊 1,057,401 6,999,994.62 6 

2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

汇尊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59,220 6,350,036.40 6 

22 靳海英 1,208,459 7,999,998.58 6 

23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6,616,314 109,999,998.68 18 

合计 98,942,598 654,999,998.76 -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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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

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

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

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 

（四）关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合规性及关联关系核查 

1、发行对象适当性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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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

邀请书》、《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

材料，国元证券对其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别/风

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是否已进行产

品风险警示 

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2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3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5 上海弋江投资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I 是 是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8 朱先祥 专业投资者 II 是 是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10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含德开元三号股权投资私募基

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1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12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I 是 是 

13 刘锦生 专业投资者 II 是 是 

14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信

鑫汇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15 
浙江善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善渊

筑基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1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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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胜

恒佳选新经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18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涌津

涌鑫 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19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C5 是 是 

20 王东俊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2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是 

22 靳海英 普通投资者/C4 是 是 

23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投资者 II 是 是 

 2、发行对象合规性 

最终配售对象的产品认购名称/出资方信息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产品名称/出资方信息 

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吴基金浩瀚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基金－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吴基金浩瀚 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基金－王旭刚－东吴基金浩瀚 7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基金－陈纲－东吴基金浩瀚可心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5 上海弋江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弋江投资有限公司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华兴 1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如意养老 1号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中

国光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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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 

华夏基金颐养天年 3号混合型养老金产

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农业银行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华兴 10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华兴 9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华益 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博永宏域三号多层次资本市

场精选契约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

基金博永宏域三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凯盛逆行者一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凯盛逆行者一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天禧定增 1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玉泉 99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乐瑞宏观配置 4号基金-财通

基金玉泉乐瑞 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汇通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升腾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李树平-财通基金玉泉弘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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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黄聿成-财通基金理享 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郑烨－财通基金正德 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8 朱先祥 朱先祥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含德开元三号股权投资私募基金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含德开元三号股权投资私募基金 

1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12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13 刘锦生 刘锦生 

14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信鑫汇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信鑫汇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 
浙江善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善渊筑基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善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善渊筑基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胜恒佳

选新经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胜恒佳

选新经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18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涌津涌鑫

1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涌津涌鑫

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王东俊 王东俊 

2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 靳海英 靳海英 

23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除富煌建设以外，主承销商及律师对其他最终配售对象进行核查，并取得最

终配售对象的承诺声明，其他最终获配投资者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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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获配投资者亦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

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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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直接或间接

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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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认为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

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认购资金来源的安排能

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3、发行对象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富煌建设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

方。除富煌建设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合主承销商，

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

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未通过直接或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 

（五）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及国元证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

出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

款通知书》”），要求全体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向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

股款。 

2020 年 11月 3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

验〔2020〕5-16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年 11月 30 日 17:00

时止，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申购富煌钢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 654,999,998.76元。2020年 12月 1日，国元证券将扣除

尚未支付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

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2020 年 12月 1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20〕5-17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20 年 12月 1日止，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654,999,998.76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4,562,885.31 元，富煌钢构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 640,437,113.4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8,942,598元，计入“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41,494,515.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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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配售过程、

缴款及验资合规，符合《认购邀请书》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的约定

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富煌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65号），并于 2020

年 8月 18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其他关于信

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手续。 

五、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2、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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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符合本次发行

方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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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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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关于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兴禹  胡永舜 

    

法定代表人： 

 俞仕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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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送认购邀请书（含追加）投资者名单 

一、截至2020年9月30日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不含1名控股股东等关联股东

后顺延）： 

序号 名称 

1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珲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 

2 高野 

3 山东捷瑞物流有限公司 

4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 吕礼发 

7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8 王文超 

9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 刘成军 

12 董爱华 

13 何娅玲 

14 王军 

15 海镒永鑫（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卓衍昭 

18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 李培 

20 高蕾 

二、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10家证券公司和 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名单： 

（一）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名单（不含 4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

发送认购意向书的基金公司） 

序号 名称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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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10 家证券公司名单（不含 2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发送认购意向

书的证券公司） 

序号 名称 

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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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名单（不含 2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发送认购

意向书的保险机构投资者） 

序号 名称 

1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三、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发送认购意向书的其他投资者名单：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 广州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上海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14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 上海量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 上海大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9 上海弦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林金涛 

21 邹瀚枢 

22 何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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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郭军 

24 朱先祥 

25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 锦绣中和天津资管有限公司 

27 上海般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 上海弋江投资有限公司 

29 刘锦生 

30 上海希靓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31 谈宏宇 

32 王宇 

33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 王东俊 

36 石新华 

37 吴斌 

38 浙江善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 邓小联 

40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 靳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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