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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于 2022 年 1 月 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全

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会议已于 2022 年 1 月 2 日以电话及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常磊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与表

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公

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中国证监会相关监管要求，

公司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

途进行调整。除下列调整外，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

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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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发行数量 

调整前：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6,268,083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股份数量由董事会根据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与本

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按照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

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其

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发

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的注册批复文件为准。 

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5,810,032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股份数量由董事会根据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与本

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按照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

过最近一年末（2020 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其

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发

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的注册批复文件为准。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调整前：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260,000,082.84 元，不超过人民币三亿

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 350,143,400.00 193,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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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电路用半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

（二期） 

2 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 66,100,082.84 66,100,082.84 

合  计 416,243,482.84 260,000,082.84  

注：表中项目总投资仅表示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半导体级高纯硫

酸技改项目（二期），其产能为 60,000 吨/年。 

若本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的需要，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调整后：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241,000,127.36 元，不超过人民币三亿

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2020 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用半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

（二期） 

350,143,400.00 193,90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 47,100,127.36 47,100,127.36 

合  计 397,243,527.36 241,000,127.36 

注：表中项目总投资仅表示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半导体级高纯硫

酸技改项目（二期），其产能为 60,000 吨/年。 

若本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的需要，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特定对象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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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



4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正式启动发行，根据最终的竞价结果及《认购邀请书》的要求，

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并经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监管要求，对本次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进行了调整。现结

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监管要求，公司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

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进行了重新调整。基于上述重新调整，公司拟按

照各认购对象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获配比例再次同步调

整认购对象的获配股份数量，并同意按照再次调整后的获配股份数量与认购对象重

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具体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获配价格 

（元/股） 

最终配售股数（股） 最终配售金额（元）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48 1,968,676  1,824,811  81,660,680.48  75,693,160.28  

2 
济南瑞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48 1,154,051  1,069,717  47,870,035.48  44,371,861.1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48 1,063,538  985,818  44,115,556.24  40,891,730.64  

4 
高 盛 公 司 （ Goldman 

Sachs&Co. LLC） 
41.48 1,040,909  964,843  43,176,905.32  40,021,687.64  

5 郭伟松 41.48 1,040,909  964,843  43,176,905.32  40,021,687.64  

合计 - 6,268,083 5,810,032 260,000,082.84 241,000,127.36 

1、同意与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同意与济南瑞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新签署《晶瑞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同意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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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意与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Co. LLC）重新签署《晶瑞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同意与郭伟松重新签署《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及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情况，公司

编制了《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关于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

案第三次修订说明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论

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及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情况，公司

编制了《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论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

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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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的论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及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情况，公司

编制了《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三次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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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

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的相关要

求，公司就本次发行对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了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

行作出了相关承诺。现基于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事宜，公司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中涉及募集资金总额、发

行股份数量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相应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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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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