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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4,489,816 股 

2、发行后股本总额：952,909,879 股 

3、发行价格：68.00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665,307,488.00 元 

5、募集资金净额：1,640,835,044.78 元 

二、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UBS AG 1,647,058 111,999,944.00 6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5,882 81,999,976.00 6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5,882 149,999,976.00 6 

4 孔庆飞 735,294 49,999,992.00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4,411 61,499,948.00 6 

6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5,294 49,999,992.00 6 

7 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735,294 49,999,992.00 6 

8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

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

产管理产品） 

2,941,176 199,999,968.00 6 

9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05,882 149,999,976.00 6 

1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41,176 199,999,968.00 6 

11 田志伟 5,147,058 349,999,944.00 6 

1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26,470 130,999,960.00 6 

1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8,939 78,807,852.00 6 

合计 24,489,816 1,665,307,488.00  - 

三、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及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24,489,816 股将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新增股份本次可流通数量为 0 股。本次

发行对象共有 13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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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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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天赐材料、公司、本公

司、上市公司、发行人 
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保荐机构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 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

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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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zhou Tinci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天赐材料 

证券代码： 002709 

法定代表人： 徐金富 

成立日期： 2000 年 6 月 6 日 

注册资本： 928,420,063 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10760 

联系电话： 020-66608666 

传真： 020-66608668 

网址： http://www.tinci.com 

经营范围：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化妆品制造；其他

电池制造（光伏电池除外）；无机碱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染料制造；其他合成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有机化学原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非食用植物油加工；无机酸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信息化学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环境污染处理

专用药剂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生物技术推

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水资源管理；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技术进出口；专项化学用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污水处理及

其再生利用；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企业总部管理；贸易代理；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锂离子电池制造；合成橡胶制造（监控化学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日用化工专用设备制造；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

http://www.tin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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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口腔清洁用品制造；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输服务）；货物专

用运输（冷藏保鲜）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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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出具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填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承诺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中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2021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的议案》，调减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总额、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021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议案》，同

意根据《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规定，于 2020 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163,838,834 股调整为

不超过 278,526,01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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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21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1 年 3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30 号），核准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3,838,834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

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核准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23 日，有效

期 12 个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发行人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向 13 名发行对象发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下称“《缴款通知书》”）。 

2021 年 6 月 1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致

同验字（2021）第 110C000292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止，保荐

机构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13 名认购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1,665,307,488.00 元。 

2021 年 5 月 28 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安信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

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21 年 6 月 1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致

同验字（2021）第 110C000293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止，天赐

材料已收到安信证券转入的股东认缴股款扣除部分保荐费及承销费后人民币

1,646,227,488.00 元（大写：壹拾陆亿肆仟陆佰贰拾贰万零柒仟肆佰捌拾捌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1,665,307,488.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4,472,443.22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40,835,044.78 元，

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 24,489,816.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616,345,228.78 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天赐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并取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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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交易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489,816 股，全

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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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021 年 5 月 20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即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本次非公开发

行底价为 50.86 元/股。 

北京国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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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申购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和

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8.00 元/股，与发行

底价的比率为 133.70%。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665,307,488.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4,472,443.22 元

（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640,835,044.78 元。 

（五）股份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

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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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向截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向证监会报送发行方

案时确定的《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

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中的符合相关条件的 373 家投资者（已剔除前 20 大股东

中重复出现的 16 家投资者）发出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文件》（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广州天赐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

购报价单》”）等附件，邀请其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其中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 88 家，证券公司 85 家，保险公司 48 家，QFII5 家，个人投资

者 21 家，其他机构投资者 122 家，以及截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收市后天赐材料

前 20 大股东（不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董监高、联席主承销商及其关

联方）。 

除上述 373 家投资者外，2021 年 5 月 13 日向证监会报送发行方案后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T 日前一个自然日）内新增 15 家意向认购投资者，在北京国枫律

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已向上述 15 家新增投资者补发

了认购邀请书。上述新增投资者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

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综上，共计向 388 家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1 年 5 月 24 日（T 日）上午 9:00 至 12:00，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的见证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35 名认购对象回复的《申购报价单》。

经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35 名认购对象均及时提交了

《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并按规定缴纳了申购定金（其中 11 名认购对象为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定金），35 名认购对象的报价均符合《认

购邀请书》要求，均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区间为 50.86 元/股-74.44 元/股，有

效报价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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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万

元） 

申购定金

（万元） 

是否为

有效报

价 

1 UBS AG 
74.44 11,200.00 

800 是 
58.20 13,200.00 

2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77 5,000.00 

800 是 
50.86 5,000.00 

3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10 44,226.50 无需缴纳 是 

4 汐泰东升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1.00 5,000.00 800 是 

5 汐泰明俊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5.50 5,000.00 800 是 

6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88 5,000.00 

无需缴纳 是 
63.00 10,000.00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65 20,000.00 

无需缴纳 是 
68.20 20,000.00 

8 北京五木阳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6.50 5,000.00 800 是 

9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00 6,608.00 无需缴纳 是 

10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2.00 5,000.00 

800 是 69.00 15,000.00 

65.00 30,000.00 

1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08 21,360.00 无需缴纳 是 

12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8.20 5,000.00 800 是 

13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64.03 5,000.00 800 是 

14 
嘉兴硅谷天堂泰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5.45 5,000.00 800 是 

15 郭伟松 

65.00 5,000.00 

800 是 60.00 28,000.00 

50.87 30,000.00 

1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

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63.80 5,000.00 800 是 

1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

业配置型投资账户 
63.80 5,000.00 800 是 

18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

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69.79 20,000.00 

800 是 
65.91 40,000.00 

19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60.00 12,000.00 800 是 

20 林金涛 
55.01 5,000.00 

800 是 
50.86 5,000.00 

21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8.13 13,100.00 

无需缴纳 是 
66.60 1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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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5 17,500.00 

22 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69.80 5,000.00 

800 是 67.47 10,000.00 

63.60 10,000.00 

2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拾

壹号职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 
55.00 5,000.00 800 是 

2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捌

号职业年金计划-光大银行） 
55.00 5,000.00 800 是 

2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2.00 5,000.00 无需缴纳 是 

26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7.50 5,000.00 无需缴纳 是 

2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66 8,200.00 

800 是 67.21 14,600.00 

62.77 25,000.00 

28 中金期货有限公司 64.43 5,000.00 800 是 

29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8.00 28,000.00 无需缴纳 是 

30 孔庆飞 

70.00 5,000.00 

800 是 55.00 7,000.00 

53.00 10,000.00 

31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80 13,400.00 无需缴纳 是 

3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0 6,150.00 

无需缴纳 是 62.89 10,100.00 

54.29 16,665.00 

33 栗建伟 

67.00 10,000.00 

800 是 63.61 15,000.00 

60.79 20,000.00 

3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13 15,000.00 800 是 

35 田志伟 68.18 35,000.00 800 是 

3、发行定价与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申购价

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定价配售原则，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68.00 元/股，申购报价为 68.00 元/股以上的 12 名认购对象全部

获配，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报价 68.00 元/股，申购金额 28,000.00 万元，部分

获配，获配金额 78,807,852.00 元。 

根据认购时的获配情况，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 13 名，发行价格

为 68.00 元 /股，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24,489,81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665,307,48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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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数量、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UBS AG 1,647,058 111,999,944.00 6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5,882 81,999,976.00 6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5,882 149,999,976.00 6 

4 孔庆飞 735,294 49,999,992.00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4,411 61,499,948.00 6 

6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5,294 49,999,992.00 6 

7 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735,294 49,999,992.00 6 

8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

-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

资产管理产品） 

2,941,176 199,999,968.00 6 

9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05,882 149,999,976.00 6 

1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41,176 199,999,968.00 6 

11 田志伟 5,147,058 349,999,944.00 6 

1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26,470 130,999,960.00 6 

1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8,939 78,807,852.00 6 

合计 24,489,816 1,665,307,488.00 - 

获配认购对象的认购数量、价格和锁定期符合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UBS AG 

企业名称 UBS AG 

境外机构编号 QF2003EUS001 

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资本 385,840,847 瑞士法郎 

住所 
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4051 

Basel, 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成立时间 2007 年 1 月 26 日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1,013,725.8757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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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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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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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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1703453H 

成立时间 2005-11-02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764,638.5238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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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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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飞 

姓名 孔庆飞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06195810******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时间 2011 年 6 月 21 日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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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LPB95W 

成立时间 2017-07-0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区深南大道 6008 号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23BC 

法定代表人 刘明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

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7、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5MA1WD81A9E 

成立时间 2018-04-1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 78 号锡东创融大厦 A 座 14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李卫刚 

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服务（不含物流运输业务）；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

建筑材料、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汽车及配

件、光伏新材料、太阳能硅片、光伏设备及配件、储能设备、针纺织品

及原料、服装、皮革制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生鲜食用

农产品、木材、家具、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煤炭、粉煤灰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

制的领域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按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企业名称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7693819XU 

成立时间 2011-05-2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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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楼 10 层 1001-63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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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中国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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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01374655W 

成立时间 2014-04-2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 1 幢 5 楼 519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敏慧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0、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成立时间 1999-03-2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 楼 09-14

单元 

法定代表人 经雷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田志伟 

姓名 田志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422196902******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12、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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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533137K 

成立时间 1998-03-06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36,172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32-42 楼 

法定代表人 张海波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13、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389C 

成立时间 2006-07-1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333 号 5 层 

法定代表人 窦玉明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核查 

1、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根据询价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

发行对象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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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

查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获配的投资者中，UBS AG、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孔庆飞、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田志伟以其自有

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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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

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因此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及私募管理人登

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东兴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玉泉 96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哈德逊 9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18 

财通基金汇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宏妤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安吉 23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安吉 27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韶夏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聚利定增分级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完

成产品备案。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东方阿尔法优势产

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无需进行相关备案。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

理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 

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所规定的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产品银河资本-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该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完

成产品备案。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嘉实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

环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智

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 只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无需进行相关

备案。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南方 ESG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南方中证 500 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量化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

只公募基金产品及南方基金-国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基金崇盛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 只资管计划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公募基金产品无需进

行相关备案，2 只资管计划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完成

产品备案。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

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明睿新常态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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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只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无需进行相关备案。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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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规、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

案的规定，私募基金作为认购对象的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2、发行对象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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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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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投资者Ⅰ、专

业投资者Ⅱ和专业投资者Ⅲ，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 保守型、C2 谨慎型、C3 稳健型、C4 积极型、C5 激进型。本次天赐材料非公

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中风险，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稳健型及以

上的投资者均可认购。本次天赐材料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

料符合联席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

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 UBS AG 专业投资者 I 是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4 孔庆飞 普通投资者 C4 是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6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7 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5 是 

8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

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

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专业投资者 I 是 

9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1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11 田志伟 普通投资者 C4 是 

1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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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经核查，最终获配投资者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3、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说明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申购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

承诺：“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

在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安排，亦未接受发行人及上述人员或其利益相关

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发行对象的产品认购信息/资金来源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产品名称/资金来源 

1 UBS AG 自有资金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4 孔庆飞 自有资金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东兴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96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哈德逊 9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汇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宏妤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安吉 23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安吉 27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韶夏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聚利定增分级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苏民供应链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8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

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

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资金 

9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资本-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智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田志伟 自有资金 

1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 ESG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基金-国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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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 500 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基金崇盛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经核查，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

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最终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亦未向最终发

行对象作出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 

4、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申购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

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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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

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及其最终出资

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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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均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认购。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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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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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24,489,816 股预计将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联系电话 021-35082126 

传真号码 021-35082151 

保荐代表人 高宏宇、胡剑飞 

项目协办人 李鹏 

项目组成员 李丹丹、卞云峰、林俊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 010-60840821 

传真号码 0755-83081361 

联系人 黎志辉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经办律师 桑健、温定雄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 

联系电话 0755-23993388 

传真号码 0755-86186205 

（四）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李惠琦 

经办注册会计师 刘均山、杨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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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联系电话 010-85665351 

传真号码 010-8566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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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徐金富 境内自然人 349,123,524 37.6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5,279,374 3.80 

3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0,090,857 3.24 

4 李兴华 境内自然人 16,662,910 1.79 

5 林飞 境内自然人 16,577,366 1.79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6,478,617 1.77 

7 徐金林 境内自然人 12,997,866 1.40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237,608 1.32 

9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7,012,500 0.76 

10 吴镇南 境内自然人 6,767,700 0.73 

合计 503,228,322 54.2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公司 2021 年 5 月 10 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

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徐金富 境内自然人 349,123,524 36.64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5,279,374 3.70 

3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0,090,857 3.16 

4 李兴华 境内自然人 16,662,910 1.75 

5 林飞 境内自然人 16,577,366 1.74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

汇理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6,478,617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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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金林 境内自然人 12,997,866 1.36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237,608 1.28 

9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

芙蓉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7,012,500 0.74 

10 吴镇南 境内自然人 6,767,700 0.71 

合计 503,228,322 52.81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24,489,816 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票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2,834,818 0.31 24,489,816 27,324,634 2.8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925,585,245 99.69 - 925,585,245 97.13 

合计 928,420,063 100.00 24,489,816 952,909,879 100.00 

本次发行前，徐金富先生持有公司 349,123,524 股，持股比例为 37.60%。本

次发行完成后，徐金富先生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持股比例为 36.64%，徐金富

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金额将大幅增长，整体资产负债率

水平得到降低；同时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提高，短期偿债能力得到增强。

综上，本次发行将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进一步

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精细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属于

精细化工行业，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材料、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主要是用于现有业务的产能扩张和一体化。因此，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将更加聚焦锂离子电池材料、日化材料产业链上下游的业务，现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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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

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行法

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导致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产生其他的关联

交易。 

三、发行前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财务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最

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资产 340,836.45 282,161.65 226,497.65 248,628.22 

非流动资产 338,211.20 318,885.25 306,466.64 244,860.98 

资产总额 679,047.66 601,046.90 532,964.29 493,489.20 

流动负债 255,735.38 209,655.29 208,503.34 183,762.28 

非流动负债 40,134.31 37,810.86 27,354.23 13,103.69 

负债总额 295,869.69 247,466.15 235,857.57 196,865.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67,663.98 338,586.18 278,829.71 282,1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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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383,177.96 353,580.76 297,106.72 296,623.23 

2、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56,168.14 411,904.64 275,458.96 207,984.67 

营业总成本 120,191.65 326,651.67 260,346.32 201,709.46 

营业利润 35,927.35 63,383.57 1,324.86 54,177.92 

利润总额 35,820.55 62,631.76 31.83 53,260.49 

净利润 29,204.92 50,044.67 -2,890.54 44,708.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8,685.51 53,287.15 1,631.97 45,628.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8,359.29 52,832.96 1,165.69 998.96 

3、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40.69 63,245.77 -1,840.80 -31,825.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08.64 -39,706.65 -28,851.13 -51,249.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97.28 -12,432.40 31,455.00 70,447.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933.83 10,699.60 728.49 -12,521.1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147.13 30,213.30 19,513.69 18,785.21 

4、最近三年及一期比较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1.33 1.35 1.09 1.35 

速动比率（倍） 1.00 1.01 0.68 0.8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4.01 32.55 31.65 28.68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57 41.17 44.25 39.89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扣除非经常

损益前 
8.13 17.49 0.57 17.03 

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 
8.04 17.34 0.41 0.37 

财务指标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99 3.67 3.38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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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率（次） 1.75 4.65 3.15 3.06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 0.53 0.98 0.03 0.84 

稀释 0.53 0.98 0.03 0.84 

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 

基本 0.52 0.97 0.02 0.02 

稀释 0.52 0.97 0.02 0.02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

量（元） 
0.39 1.16 -0.03  -0.9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6 0.20 0.01 -0.37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 
3.60 4.09 4.57 5.27 

利息保障倍数（倍） 31.22 15.23 1.01 18.62 

注：2021 年 1-3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未经年化处理。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偿债能力指标如下所示： 

财务指标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1.33 1.35 1.09 1.35 

速动比率（倍） 1.00 1.01 0.68 0.88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57 41.17 44.25 39.89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3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35、1.09、1.35 及 1.33，速动比率分别为 0.88、0.68、1.01 以及 1.00，均保持

在合理水平。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3 月末，公司资产负

债率（合并）分别为 39.89%、44.25%、41.17%及 43.57%。2019 年末，公司资产

负债率较 2018 年末增长较快，主要系长期借款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均在合理范围内，公司具有

良好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在银行的资信状况良好，同时，公司不存在对生产

经营活动和偿债能力有重大影响的或有负债、表外融资等事项，因此，公司整体

财务状况稳健，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2、营运能力分析 

财务指标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99 3.67 3.38 2.95 

存货周转率（次） 1.75 4.65 3.15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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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3 月，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95、3.38、3.67 以及 0.99，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06、3.15、4.65 以及 1.75，

略有波动。2018-2020 年，销售收入呈现增长趋势，因此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

周转率呈现上升趋势。 

3、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56,168.14 411,904.64 275,458.96 207,984.67 

营业总成本 120,191.65 326,651.67 260,346.32 201,709.46 

营业利润 35,927.35 63,383.57 1,324.86 54,177.92 

利润总额 35,820.55 62,631.76 31.83 53,260.49 

净利润 29,204.92 50,044.67 -2,890.54 44,708.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8,685.51 53,287.15 1,631.97 45,628.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8,359.29 52,832.96 1,165.69 998.96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207,984.67 万元、275,458.96 万元、411,904.64 万元及 156,168.14 万元，呈现小

幅上涨趋势。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3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 998.96 万元、1,165.69 万元、52,832.96 万

元及 28,359.29 万元，呈现较大幅度波动。原因如下： 

2018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较低，主要系

锂离子电池材料毛利率 24.21%呈现较大幅度下降所致。毛利率下降原因分析如

下：受新能源补贴政策退坡的持续影响、产业链产能扩张及竞争对手之间价格竞

争激烈，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价格下降更为明显所致。公司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2018

年单位销售价格均值较 2017 年下降 24.28%。 

2019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较低，主要系

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所致。2019 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大主要系

公司正极材料业务中磷酸铁锂等产成品的原材料采购成本较高，因生产初期磨

合、产能利用率低、单位折旧成本增加，市场价格较 2018 年仍有较大幅度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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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极基础材料（选矿业务）相关存货、正极材料相关产品等存货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所致。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增

长较快，主要系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所致。新冠疫情爆发，

公司日化材料水溶性聚合物系列中卡波姆产品由于部分型号能够用于醇类凝胶

消毒杀菌产品中，新冠疫情期间需求旺盛，卡波姆产品销量增加，日化材料及特

种化学品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此外，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电解液市场景

气度较低，自 6 月开始随着下游新能源汽车景气度的提升，低端落后产能被淘汰，

行业内优势企业市场份额提升，公司作为行业内龙头企业，获得了新的市场增长

空间。 

2021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增长较快，主要系锂离子电池材料电解液产品销量增长。 

4、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40.69 63,245.77 -1,840.80 -31,825.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08.64 -39,706.65 -28,851.13 -51,249.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97.28 -12,432.40 31,455.00 70,447.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933.83 10,699.60 728.49 -12,521.1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147.13 30,213.30 19,513.69 18,785.21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以及 2021 年 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31,825.06 万元、-1,840.80 万元、63,245.77 万元以及 21,540.69 万元。

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31,825.06 万元，主要原因为 2018 年公司为

将业务拓展至锂电材料的上游原材料碳酸锂及选矿业务成立了控股子公司九江

矿业，九江矿业预付的购买锂辉石原矿的款项以及库存的锂辉石原矿 28,386.78

万元。此外，报告期发行人收入增长及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市场波动导致应收账款

增加。2020 年及 2021 年 1-3 月，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3,245.77

万元、21,540.69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较以前年度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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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66,530.75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报批投

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1 
年产 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及

5,800 吨新型锂电解质项目 
九江天赐 46,395.61 26,801.06 

2 年产 15 万吨锂电材料项目 九江天赐 31,949.34 14,866.44 

3 年产 40 万吨硫磺制酸项目 天赐新动力 23,356.00 19,385.43 

4 年产 10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项目 福鼎凯欣 28,945.33 15,530.45 

5 
年产 5 万吨氟化氢、年产 2.5 万吨

电子级氢氟酸（折百）新建项目 
池州天赐 9,958.00 8,079.17 

6 年产18.5万吨日用化工新材料项目 清远天赐 40,049.00 31,909.00 

7 补充流动资金 天赐材料 49,959.20 49,959.20 

合计 166,530.75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

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

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

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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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安信证券签署《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书》，聘请安信证券作为天赐材料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

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安信证券已指派高宏宇女士、胡剑飞女士担任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

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

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

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安信证券对发行人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完整，符合要

求，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上市的条件；发行人建立了健全的法人

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安信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33 

第五节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

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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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锁定期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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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

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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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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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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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资金来源，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

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

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合同等法

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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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以及《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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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文件；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四）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时间 

（一）发行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 8 号 

电话：020-66608666 

传真：020-66608668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 号国投大厦 5 楼 

电话：021-35082160 

传真：021-35082151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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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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