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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谭荣生                                 谭    伟                               谭    克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张庆忠                                 孔玉生                               许良虎 

 

 

_________________           

          万洪亮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赵海林                                 王    勇                               殷    斌 

 

 

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解    钟                                 解    娟                              韦秀萍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孙汉武                                  罗月芬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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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东方电热 指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认购邀请书》 指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认购邀请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会计师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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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细则》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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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

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http://www.baidu.com/link?url=tcko1CXEXEvf7P4Z5FzC289tU85DnQGy-iFnY8vie2OLgrhD9mzJxvyaJQQD1xhX
http://www.baidu.com/link?url=tcko1CXEXEvf7P4Z5FzC289tU85DnQGy-iFnY8vie2OLgrhD9mzJxvyaJQQD1x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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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2020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收购镇江东方山源电热有限公

司 51%股权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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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

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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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2020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收购镇江东方山源电热有限公

司 51%股权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三）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1 年 5 月 12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镇江东方电

热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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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

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

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 年 7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镇江东方电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95 号）。  

（四）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1 年 10 月 9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1）00125 号）。经审验，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天风证券指定的收款银

行账户共收到 21 名认购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资金总额人民币 608,834,399.25

元。 

2021 年 10 月 8 日，天风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联席主承销商承销费

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 

2021 年 10 月 9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衡验字(2021) 00126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止，东方电热本

http://www.baidu.com/link?url=tcko1CXEXEvf7P4Z5FzC289tU85DnQGy-iFnY8vie2OLgrhD9mzJxvyaJQQD1x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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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167,722,975 股，发行价格为 3.63 元/股，实际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8,834,399.25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

币 4,594,164.1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4,240,235.12 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及股本人民币 167,722,975 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36,517,260.12 元。 

（五）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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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

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二）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拟向

包括谭伟先生及谭克先生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60,883.44 万元（含本数）。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3.36 元/股，因此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81,200,71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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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22,975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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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

日即 2021 年 9 月 22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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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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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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低于

3.36 元/股。 

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

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3.63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8.04%。 

（四）募集资金与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8,834,399.2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4,594,164.13 元（不包含增值税进项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4,240,235.12 元。 

（五）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

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3.63 元/股，发行股数

167,722,975 股，募集资金总额 608,834,399.25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21 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谭伟 9,641,873 34,999,998.99 18 

2 谭克 9,641,873 34,999,998.99 18 

3 王瑾 13,774,104 49,999,997.52 6 

4 庄丽 5,509,641 19,999,996.83 6 

5 杨哲 4,683,195 16,999,997.85 6 

6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光华 9234

捕鱼私募基金二期 
4,683,195 16,999,997.85 6 

7 陈传兴 9,917,355 35,999,998.65 6 

8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轻盐智选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366,391 33,999,999.33 6 

9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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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3,195 16,999,997.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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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2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

开阳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83,195 16,999,997.85 6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70,247 41,999,996.61 6 

16 张祥凤 16,528,925 59,999,997.75 6 

17 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4,683,195 16,999,997.85 6 

18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290,479 22,834,438.77 6 

19 耿悦 16,528,925 59,999,997.75 6 

20 
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

伯珠和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887,052 24,999,998.76 6 

21 
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祥

运和聚利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917,355 35,999,998.65 6 

合计 167,722,975 608,834,399.25 - 

（六）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谭伟及谭克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

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

出合伙。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

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或其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持有股份的限售期另有规定或约定

的，则服从相关规定或约定。 

（七）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 

（八）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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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时

确定的《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

书投资者名单》，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共计 89 名。前述 89 名投资者包

括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34 名投资者，20 家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以及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收市后前 20 大

股东（剔除关联关系）。 

在 2021 年 9 月 13 日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后至本次发行申购报价前

（2021 年 9 月 24 日 9:00），新增 30 名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愿。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向上述 119 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认

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文件等。《发行方案》报送后至簿记开始前新增的 30 名意

向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Marshall Wa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Shanghai) ltd 

3 郭伟松 

4 元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张雨柏 

6 钟玉叶 

7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 上海裕丰惠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 UBS AG 

12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13 庄丽 

14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 董卫国 

16 杜好勇 

17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 中信资本（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杨哲 

21 陈传兴 

22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 北京鑫安廪实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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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张怀斌 

26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 王剑朝 

28 林金涛 

29 朱雪花 

30 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过程及发送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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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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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深交

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东方电热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

完整地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认购价格确定、数量分配的具体

规则和时间安排信息。本次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的投资者认

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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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的规

定。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2021 年 9 月 24 日上午 9:00-

12:00，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36 份《申购报价单》。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他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

申购保证金，合计 5,610.00 万元。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均按《认购邀

请书》的要求及时提交相关申购文件，均为有效申购。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谭伟、谭克未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接受市场询价结

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全部申购报价的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是否有效

申购 

1 董建宏 3.38 1,800.00 17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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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1,900.00 

3.36 2,000.00 

2 王瑾 4.00 5,000.00 170.00 是 

3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3.44 3,400.00 170.00 是 

4 孔爱民 3.53 4,000.00 170.00 是 

5 林金涛 3.45 1,700.00 170.00 是 

6 庄丽 3.68 2,000.00 170.00 是 

7 

上海速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速硕增长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50 1,700.00 170.00 是 

8 朱雪花 3.38 1,700.00 170.00 是 

9 

上海乐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乐亚优选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56 1,700.00 170.00 是 

10 杨哲 3.72 1,700.00 170.00 是 

11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光华 9234捕鱼私募基

金二期 

3.68 1,700.00 170.00 是 

12 董卫国 

3.63 1,800.00 

170.00 是 3.51 2,300.00 

3.38 2,800.00 

1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3 6,600.00 

不适用 是 
3.46 6,600.00 

14 吕强 3.36 2,000.00 170.00 是 

15 王剑朝 

3.38 5,000.00 

170.00 是 3.37 5,000.00 

3.36 5,000.00 

16 陈传兴 

3.72 3,600.00 

170.00 是 3.53 5,100.00 

3.39 6,300.00 

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3.51 2,500.00 
170.00 是 

3.37 4,800.00 

18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7 3,400.00 

170.00 是 3.57 4,400.00 

3.47 5,400.00 

19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尊享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82 1,700.00 170.00 是 

2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82 1,700.00 170.00 是 

2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尊享九号私
3.82 1,700.00 17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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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证券投资基金 

2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 1,700.00 170.00 是 

23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通怡金牛 1 号私募

基金 

3.38 3,400.00 170.00 是 

24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3.57 3,000.00 170.00 是 

25 张雨柏 3.60 2,000.00 170.00 是 

26 钟玉叶 3.60 2,000.00 170.00 是 

27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宁聚开阳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66 1,700.00 

170.00 是 3.55 1,800.00 

3.47 2,000.00 

28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宁聚映

山红 4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66 1,700.00 

170.00 是 
3.55 1,800.00 

3.47 2,000.00 

2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9 1,700.00 

不适用 是 3.59 2,000.00 

3.36 2,100.00 

3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6 2,300.00 

不适用 是 3.69 4,200.00 

3.55 9,900.00 

31 张祥凤 3.67 6,000.00 170.00 是 

32 
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

公司 
3.65 1,700.00 170.00 是 

33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3.63 7,000.00 170.00 是 

34 耿悦 3.65 6,000.00 170.00 是 

35 

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金伯珠和聚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5 2,500.00 170.00 是 

36 

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祥运和聚利 6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5 3,600.00 170.00 是 

3、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

则，对以上 36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结合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规模，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以 3.63 元/股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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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3 元/股，

发行股数 167,722,975 股，募集资金总额 608,834,399.25 元，未超过发行人

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文规定的上限。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21

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谭伟 9,641,873 34,999,998.99 18 

2 谭克 9,641,873 34,999,998.99 18 

3 王瑾 13,774,104 49,999,997.52 6 

4 庄丽 5,509,641 19,999,996.83 6 

5 杨哲 4,683,195 16,999,997.85 6 

6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光华9234

捕鱼私募基金二期 
4,683,195 16,999,997.85 6 

7 陈传兴 9,917,355 35,999,998.65 6 

8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轻盐智选2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366,391 33,999,999.33 6 

9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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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3,195 16,999,997.85 6 

12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

开阳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聚映山红4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683,195 16,999,997.85 6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83,195 16,999,997.85 6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70,247 41,999,996.61 6 

16 张祥凤 16,528,925 59,999,997.75 6 

17 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4,683,195 16,999,997.85 6 

18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290,479 22,834,438.77 6 

19 耿悦 16,528,925 59,999,997.75 6 

20 
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

伯珠和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887,052 24,999,998.76 6 

21 
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祥

运和聚利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917,355 35,999,998.6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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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合计 167,722,975 608,834,399.25 -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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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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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 35 名投资者上限。除谭伟、谭克外，上

述投资者均在《询价对象名单》及新增的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范围内。除

谭伟、谭克外，上述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除

谭伟、谭克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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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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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谭伟 

姓名：谭伟 

住所：江苏省镇江市 

2、谭克 

姓名：谭克 

住所：江苏省镇江市 

3、王瑾 

姓名：王瑾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 

4、庄丽 

姓名：庄丽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 

5、杨哲 

姓名：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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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河北省邢台市 

6、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光华 9234捕鱼私募基金二期 

企业名称：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052984515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一路 8 号 5 楼 5D01 室 

法定代表人：徐毓敏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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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陈传兴 

姓名：陈传兴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 

8、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2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567661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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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82.297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78 号运达国际广场 28 楼 

法定代表人：任颜 

经营范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

上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

财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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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8328137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46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65 

法定代表人：刘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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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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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8328137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46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65 

法定代表人：刘卓锋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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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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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8328137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46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65 

法定代表人：刘卓锋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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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63886669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 88、76 号 B幢 1 层 301 室 

法定代表人：葛鹏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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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企业名称：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80528329K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区 A12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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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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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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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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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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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6、张祥凤 

姓名：张祥凤 

住所：江苏省丹阳市 

17、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CL3YC9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128 号 017 幢 9-44-3 

法定代表人：张蝶飞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电线电缆、电动工具、家用

电器、机械设备及配件、通讯设备、仪器仪表、建筑装饰材料、橡胶制品、化

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办公用品的批发、零售；

经济贸易咨询；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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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58575400X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6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金马国际 7 幢 2 单元 13 层 4 号 

法定代表人：张奥星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

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投资提供担保；不得从事房地产

业务。）；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保险资产管理）；资本管理（不含金融资产

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

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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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经营以上业务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19、耿悦 

姓名：耿悦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 

20、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伯珠和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062635589H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1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双闸路 98 号 5 号楼 525 室 

法定代表人：后江帆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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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祥运和聚利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2070730471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185 号 207 室 

法定代表人：李超峰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软件和信息服务、网

络技术；文化创意、咨询策划；动漫游戏开发；电子商务；翻译服务；工业设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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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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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谭伟、谭克外，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的最

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

具日，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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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

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谭伟、谭克、王瑾、庄丽、杨哲、陈传兴、张祥凤、耿悦为自然人，宁波

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般企业法人，上述发

行对象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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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

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 5 个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上述参与配售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 14 个资产管理计划及 1 个公募基金产品

“财通内需增长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其

中，14 个参与配售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公募基金产品“财

通内需增长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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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无须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光华 9234 捕鱼私募基金二期、湖南轻盐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轻盐智选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广东德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及德汇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宁

聚开阳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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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金

伯珠和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祥运

和聚利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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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或备案程序。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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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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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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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3、C4、C5。本次东方电热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

均可认购。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投

资者适当性核查要求提交了相应核查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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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1 谭伟 普通投资者 C4 是 

2 谭克 普通投资者 C4 是 

3 王瑾 普通投资者 C4 是 

4 庄丽 普通投资者 C4 是 

5 杨哲 普通投资者 C5 是 

6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光华 9234

捕鱼私募基金二期 
专业投资者Ⅰ 是 

7 陈传兴 普通投资者 C4 是 

8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轻盐智选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9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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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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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

开阳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聚映山红 4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6 张祥凤 普通投资者 C4 是 

17 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4 是 

18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Ⅱ 是 

19 耿悦 普通投资者 C4 是 

20 
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

伯珠和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21 
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祥

运和聚利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经核查，上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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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中谭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谭克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除谭伟、谭克外，本次其他发行对象承诺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中不存在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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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补偿的情形。申购

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经核查，上述认购资金

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发行对象具备履行本次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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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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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保荐代表人：李虎、刘广福 

项目协办人：高天宇 

项目组成员：郭哲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兰花路 333号世纪大厦 10楼 

联系电话：021-68815299 

传 真：021-68815313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项目组负责人：施言昊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中国平安金融大厦 26 层 

联系电话：13621753625 

传 真：021-20251310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朴成 

经办律师：蒋成、赵小雷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江岛智立方 C座 4层 

联系电话：025-83304480 

传 真：025-8332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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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俊峰、张世盛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101 

联系电话：010-58350090 

传真：010-58350006 

（五）验资机构 

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余瑞玉 

经办注册会计师：吴云、黄文平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商务楼 B座 19 楼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24882 

 

http://www.baidu.com/link?url=tcko1CXEXEvf7P4Z5FzC289tU85DnQGy-iFnY8vie2OLgrhD9mzJxvyaJQQD1x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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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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1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谭荣生 186,895,486 14.68 

2 谭伟 154,836,640 12.16 

3 谭克 154,836,640 12.16 

4 郑新盈 6,091,700 0.48 

5 李红 4,447,400 0.35 

6 倪多仙 3,343,361 0.26 

7 张瑞兴 3,000,000 0.24 

8 解钟 2,766,900 0.22 

9 解娟 2,512,490 0.20 

10 王延春 2,252,000 0.18 

合计 520,982,617 40.9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模拟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最终发行后前十名股东以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谭荣生 186,895,486 12.97 

2 谭伟 164,478,513 11.41 

3 谭克 164,478,513 11.41 

4 张祥凤 16,528,925 1.15 

5 耿悦 16,528,925 1.15 

6 王瑾 13,774,104 0.96 

7 陈传兴 9,917,355 0.69 

8 
南京祥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祥运

和聚利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917,355 0.69 

9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

盐智选 2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366,391 0.65 

10 
南京金伯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伯

珠和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887,052 0.48 

合计 598,772,619 41.55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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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67,722,975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

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收购东方山源 51%股权”、“年

产 6,000 万支铲片式 PTC电加热器项目”、 “年产 350 万套新能源电动汽车 PTC电

加热器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三个项目，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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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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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治

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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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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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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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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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

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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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向深交所报备的发

行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95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

序的要求。 

二、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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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及本次发行股票

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除谭伟、谭克外，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除谭伟、谭克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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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

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关于各发行对象的认购

资金来源方面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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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

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合同》《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发行过程公平、公正，发行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注册办法》《承销办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股

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办法》《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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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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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余磊 

保荐代表人： 

    

李  虎  刘广福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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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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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何之江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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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法律意见书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吴朴成 

经办律师： 

    

蒋成  赵小雷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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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机 构声 明  

大华特字[2021]005665号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9]005995 号、大华审字[2020]007255 号和大华审字[2021]009005

号审计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

致因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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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梁    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俊峰                          张世盛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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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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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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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余瑞玉  

签字注册会计师： 

    

吴  云  黄文平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募集说明书、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经深交所审核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全部申报材料；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镇江东方电热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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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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