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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上市

公司、中密控股 
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行为 

《公司章程》 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标的公司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标的公司评估机构 指 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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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0 年 2 月 20 日及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密控股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5 月 19 日及 2020 年 6 月 19 日，中密控股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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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6 月 23 日及 2020 年 7 月 9 日，中密控股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

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12 月 8 日，中密控股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10 月 14 日，发行人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中密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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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0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密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35 号）。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共计 7 家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向上述 7 家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

书》。截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 17 时止，上述 7 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

入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0 年 12 月 30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

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2 月 30 出具了

XYZH/2020CDAA60011 号《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认购资金总额 2020 年 12 月 29 日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止，国泰君安为本次中密控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指定的申购股

票募集资金收款账户已经收到申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459,999,965.04 元（大写人民

币肆亿伍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陆拾伍圆肆分）。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国泰君安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

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0 年 12 月 30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了

XYZH/2020CDAA60012 号《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验资报

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止，发行人此次共计募集货币资金

人民币 459,999,965.04 元（大写：人民币肆亿伍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陆拾伍

圆肆分），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4,243,395.41 元（大

写：壹仟肆佰贰拾肆万叁仟叁佰玖拾伍圆肆角壹分），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445,756,569.63 元（大写：肆亿肆仟伍佰柒拾伍万陆仟伍佰陆拾玖圆陆

角叁分），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1,494,252.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壹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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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玖万肆仟贰佰伍拾贰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34,262,317.63 元（大写：人民币肆亿叁仟肆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壹拾柒圆陆角

叁分）。 

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发生的发行费用合计 14,243,395.41 元，明细如下（本

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1）保荐费及承销费用 11,226,414.27 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 943,396.23 元； 

（3）律师费用 1,554,716.98 元； 

（4）其他费用 518,867.93 元。 

公司将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及《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

专用。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等共计 7 家获配投资者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均为 6 个月。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由于中密控股送红股、转增股份等原因增

加的相应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

他要求，则参与认购中密控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所持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后在锁定期内，委托人或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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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锁定期结束后，认购对象的股份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1,494,252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均为现金认购，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且发行股数超

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五）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40.02 元/股，发行价格为基准价格的 1.20 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2020 年 12 月 22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 33.23 元/

股。 

本次发行共有 25 家投资者提交《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申购报价单》（下称“《申购报价单》”），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

据《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文件》（下称“《认购

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0.02 元/股，相对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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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 2020 年 12 月 22 日（发行期首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42.03 元/股折价

4.78%，相对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 41.53 元

/股折价 3.63%；相对于公司股票 2020 年 12 月 24 日（申购报价日）前一交易日

收盘价 42.46 元/股折价 5.75%，相对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申购报价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均价 41.48 元/股折价 3.53%。 

（六）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认购邀请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向深交所报送《中密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共计 130 名特定投资

者。 

2020 年 12 月 21 日，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共向 130 名特定对象发送《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

文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的对象共计 130 家（其中已提

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24 名），具体包括：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已剔除关联方，

未剔除重复机构）20 家；基金公司 25 家；证券公司 12 家；保险机构 10 家；其

他机构 57 家；个人投资者 6 位。 

上述认购邀请文件发送范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即符合： 

1）2020 年 12 月 10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前二十大股东（已剔除关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 

2）不少于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3）不少于 10 家证券公司； 

4）不少于 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6）其他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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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中的投

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方案及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 

2、询价申购情况 

2020 年 12 月 24 日 9:00-12:00，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共收到 25 份申购报价单，当日 12 点前，除 11 家公募基金公司无需缴

纳定金外，其他 14 家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申购均符

合认购邀请文件要求，均为有效申购。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

象类型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金额（元） 

是

否

有

效 

1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43.56 50,000,000.00 
是 

39.99 70,000,000.00 

2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3.56 50,000,000.00 
是 

39.99 70,000,000.00 

3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3.56 50,000,000.00 
是 

39.99 70,000,000.00 

4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43.00 50,000,000.00 

是 40.50 100,000,000.00 

38.00 150,000,000.00 

5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40.34 70,000,000.00 

是 39.06 94,000,000.00 

33.24 204,000,000.00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40.08 115,000,000.00 是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40.02 50,000,000.00 是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保险 40.00 60,000,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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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9.92 180,000,000.00 

是 
39.51 310,000,000.00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9.50 75,000,000.00 是 

1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9.00 50,000,000.00 

是 36.50 60,000,000.00 

35.00 70,000,000.00 

1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投连行

业配置型投资账户”） 
保险 38.88 66,800,000.00 是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8.21 57,200,000.00 

是 34.40 58,200,000.00 

33.43 84,500,000.00 

14 UBSAG 其他 38.00 50,000,000.00 是 

15 
杭州明诚致慧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8.00 50,000,000.00 是 

16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中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中石油年金产品-股票账

户”） 

保险 37.20 50,000,000.00 是 

17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 

37.03 51,500,000.00 

是 36.11 62,500,000.00 

33.61 73,200,000.00 

18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6.95 55,000,000.00 是 

19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 

36.00 57,000,000.00 

是 34.60 59,000,000.00 

33.23 87,000,000.00 

20 
江阴君泰扬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36.00 50,000,000.00 是 

2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证券 
36.00 50,000,000.00 

是 
35.16 50,000,000.00 

2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5.73 192,500,000.00 是 

23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5.28 51,000,000.00 是 

2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35.05 50,000,000.00 是 

2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 35.00 50,000,000.00 是 

3、投资者获配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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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40.02 元/股，最终认购规模为 11,494,252 股，募集资金总

额 459,999,965.04 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的上限，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46,000.00 万元（含 46,000.00 万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7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

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全称 类型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占发行总

量比例

（%） 

锁定期

（月） 

1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249,375 49,999,987.50 10.87% 6 

2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249,375 49,999,987.50 10.87% 6 

3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249,375 49,999,987.50 10.87% 6 

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基金 1,749,125 69,999,982.50 15.22% 6 

5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基金 2,498,750 99,999,975.00 21.74% 6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基金 2,873,563 114,999,991.26 25.00% 6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证券 624,689 25,000,053.78 5.43% 6 

合计 11,494,252 459,999,965.04 100.00%  

在最终获配的 7 家投资者中，基金获配股数 7,121,438 股、获配金额

284,999,948.76 元，占发行总量 61.96%；证券获配股数 624,689 股、获配金额

25,000,053.78 元，占发行总量 5.43%；其他机构投资者获配股数 3,748,125 股、

获配金额 149,999,962.50 元，占发行总量 32.61%。 

4、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本次获配的投资者中，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大成创业板两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龙头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阿尔法两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融享 18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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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沪深 300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富增股票型

养老金产品、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富国中证 500 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富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二一组合，均为公募基金产品或养老金产品，均无需进行相关

私募基金产品备案；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浦

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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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其均在规定时间完成了私募基金的登记备案程

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所管理的产品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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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私募基金产品或属于其他相关备案要求的，均在规定时间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认购，无需进行相关私募基金产品备

案。 

5、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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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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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机构专业

投资者（A 类）、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B 类）、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 类）、

认定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D 类）及认定自然人专业投资者（E 类）等 5 个类

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 C1（保守型）、C2（谨慎性）、

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等五种级别。 

本次中密控股向特定对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中等风险）级。专业投

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 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本次中密控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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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当然机构专业投

资者（A类） 
是 

2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当然机构专业投
资者（A类） 

是 

3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当然机构专业投

资者（A类） 
是 

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

资者（A类） 
是 

5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

资者（A类） 
是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
资者（A类） 

是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
资者（A类） 

是 

经核查，上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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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 

6、缴款通知书发送及缴款情况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向所有获配投资者发

送《缴款通知书》。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截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 17:00，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已足额收到全部发行对象的申购缴款。 

7、募集资金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9,999,965.04 元，扣除本

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4,243,395.4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5,756,569.63 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11,494,252.00 元，增加资

本公积人民币 434,262,317.63 元。 

8、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要求，主

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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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 7 家认购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

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定。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总量为 11,494,252股，募集资金总额 459,999,965.04

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的上限，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46,000.00 万元（含

46,000.00 万元）。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 7 家，不超过 35 名，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要求以及向深交所

报备的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通过向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浦

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共计 7 家发行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 968 号 161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申创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安

红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54N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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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 年 02 月 12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获配数量：1,249,375 股 

注册资本：340,000 万元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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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 789 号 11 号 2 层 21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安红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5WY2Y 

成立日期：2018 年 0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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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获配数量：1,249,375 股 

注册资本：372,500 万元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

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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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89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

表：安红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68XD 

成立日期：2020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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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获配数量：1,249,375 股 

注册资本：381,500 万元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

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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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法定代表人：吴庆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0924339K 

成立日期：1999 年 04 月 12 日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获配数量：1,749,12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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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00,000 元人民币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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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2 楼 21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秦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3X258 

成立日期：2016 年 04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获配数量：2,498,750 股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限售期：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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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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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 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0924515X 

成立日期：1999 年 04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获配数量：2,873,563 股 

注册资本：52000.0000 万元人民币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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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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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537G 

成立日期：2007 年 0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销售贵金属制品。 

获配数量：624,689 股 

注册资本：1013725.8757 万元人民币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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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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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相关认购对象进行了核查，信息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认购产品 

1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2 
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3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基金-邮储银行-卓越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大成基

金-邮储银行-建信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大成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汇安基金汇鑫 5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龙头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阿尔法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融享 18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沪深 300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富增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富国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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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基金西部证券定增精选资产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二一组合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各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发行对象及其出资方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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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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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

形，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密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控制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接受中密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7 家获配投资者均承诺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

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国泰君安大厦 

保荐代表人：周丽涛、薛波 

项目协办人：刘知林（已离职） 

项目组成员：杨辰韬、陈天任、李睿、胡宇霄 

联系电话：021-38674704 

联系传真：021-38909068 

（二）发行人律师 



26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 1 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 层 

负责人：王玲 

签字律师：卢勇、刘丰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联系传真：010-58785566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杨志国 

签字会计师：马平、崔霞霖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四）标的公司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负责人：叶韶勋 

签字会计师：郭东超、胡如昌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联系传真：010-65547190 

（五）评估机构 

名称：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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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南路 3 号 4 楼 

负责人：唐光兴 

签字会计师：许茂全、杨梅 

联系电话：028-86651713 

联系传真：028-8665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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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其中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四川川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920,065 24.87% -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9,500,000 4.83% - 

3 黄泽沛 4,794,900 2.44% - 

4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中国 A 股（交易所） 

4,793,934 2.44% - 

5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3,824,078 1.94% - 

6 何方 3,304,800 1.68% 3,153,600 

7 UBS AG 3,248,408 1.65% - 

8 陈虹 3,020,800 1.54% 2,865,600 

9 奉明忠 2,512,000 1.28% 2,484,000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377,042 1.21%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其中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四川川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920,065 23.50% -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749,875 4.68% 249,875 

3 黄泽沛 4,794,900 2.30% - 

4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罗德环球基 4,793,934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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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系列中国 A股（交易所） 

5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3,824,078 1.84% - 

6 何方 3,304,800 1.59% 3,153,600 

7 UBS   AG 3,248,408 1.56% - 

8 陈虹 3,020,800 1.45% 2,865,600 

9 奉明忠 2,512,000 1.21% 2,484,000 

10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嘉月 7号单一资金信托-汇安

基金汇鑫 5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98,750 1.20% 2,498,75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11,494,252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964,800 8.63% 11,494,252 28,459,052 13.6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9,727,300 91.37% 0 179,727,300 86.33% 

股份总数 196,692,100 100.00% 11,494,252 208,186,352 100.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的情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

长空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6,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收购新地佩尔 100%股权并增资项目 24,800.00 

1-1 收购新地佩尔 100%股权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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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2 向新地佩尔增资 3,800.00 

2 机械密封产品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造项目 7,5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3,700.00 

合计 46,000.00 

收购新地佩尔 100%股权并增资项目的实施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且募集资金到位为前提。 

其他项目不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且募集

资金到位为前提。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机

械密封产品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造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在不改变本次

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

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

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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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高管人员结构未发生变动。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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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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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

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询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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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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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

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

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

行方案要求。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

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以及本次

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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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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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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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                 

刘知林 

（已离职） 

 

保荐代表人（签字）：                                     

周丽涛               薛  波 

 

法定代表人（签字）：               

贺   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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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字）：                                      

                        卢 勇               刘 丰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王 玲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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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志国 

 

签字注册会计师：                                                  

                        马 平                        崔霞霖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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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事务合伙人：                      

叶韶勋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郭东超                        胡如昌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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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事务合伙人：                      

叶韶勋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郭东超                        胡如昌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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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声明 

 

本公司及签字资产评估师已阅读《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

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公司及签字资产评估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

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唐光兴 

 

 

签字资产评估师：                                                  

                        许茂全                        杨 梅    

 

 

 

 

 

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41 

（此页无正文，为《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之盖章页） 

 

 

 

 

 

 

 

 

 

 

 

发行人：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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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

职调查报告；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20CDAA60011

号、XYZH/2020CDAA60012 号号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35 号）；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四路八号 

电话：028-85361968 

传真：028-85366222 

联系人：陈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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