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309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05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股）29,632,218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13.48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发
行人”）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 “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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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延长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9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2021 年 3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021 年 3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73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78,000,000 股新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29,632,218 股
3、发行价格：13.48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399,442,298.64 元
5、发行费用：6,627,358.48 元
6、募集资金净额：392,814,940.16 元。
7、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验
资报告》（华兴验字[2021]21000110046 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16 时，中
信证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联广场大厦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50645001252 的 账 号 已 收 到 10 家 认 购 对 象 缴 付 的 认 购 资 金 总 额 人 民 币
399,442,298.64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
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指定账户中。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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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华兴验字
[2021]21000110033 号）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99,442,298.64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6,627,358.48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392,814,940.16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9,632,218.00 元，计入资本
公积人民币 363,182,722.16 元。
2、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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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
的询价、申购和配售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与发
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及本次发行的认购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已报备的《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合法有效。
2、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并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已履行全部的批准、核准程序，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
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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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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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以及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 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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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 元/股，发行股
数 29,632,218 股，募集资金总额 399,442,298.64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0 位，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廖磊

7,418,397

99,999,991.56

6

2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瑞生六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044,510

67,999,994.80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67,359

39,999,999.32

6

4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967,359

39,999,999.32

6

5

黎宇菁

2,225,519

29,999,996.12

6

6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25,519

29,999,996.12

6

7

蔡志华

2,225,519

29,999,996.12

6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

1,590,678

21,442,339.44

6

9

UBS AG

1,483,679

19,999,992.92

6

10

上海戊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戊戌价
值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83,679

19,999,992.92

6

29,632,218

399,442,298.64

--

合计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廖磊
名称
身份证号码
住址

廖磊
43060219**********
广东省广州市*********

2、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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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X1301-C3724(集群注册)(JM)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广州瑞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0 万元人民币
91440101MA5AMGAD9N
受托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吴林惠
20,000 万元人民币
913100005774338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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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834 号(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上海常春藤财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托代表：翁吉义）
100,000 万元人民币
91440400MA55P7C299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黎宇菁
名称
身份证号码
住址

黎宇菁
44010419**********
广东省广州市**************

5

6、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 138 号 6 楼 602 室 D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杨炯洋
200,000 万元人民币
91310000057678269E
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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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华
名称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蔡志华
44022619**********
广东省广州市*********************

8、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F07、F08 室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
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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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AG
名称
投资者类型
住所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
券投资业务许可证编号

UBS AG
合格境外投资者
Bahnhofstrassc 45,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 4051
Base1, Switzerland
QF2003EU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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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海戊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戊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2 幢 2 区 1095 室

法定代表人

陈战伟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91310115332526260N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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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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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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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发行中不存在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
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
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1

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2,019,200

35.39

2

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864,856

17.26

3

广州纬岳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70,200

6.03

4

深圳东方合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合盈天时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390,000

1.30

5

陈伟洪

境内自然人

2,694,300

1.04

6

嘉盈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80,000

0.88

7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其他

2,145,990

0.83

8

广东伍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伍

其他

1,705,900

0.66

7

持股比例（%）

文十全十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

张兴龙

境内自然人

1,632,100

0.63

1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其他

1,025,942

0.39

167,428,488

64.40

合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信息，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境外法人

92,019,200

31.36

1

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2

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864,856

15.29

3

广州纬岳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70,200

5.34

4

廖磊

境内自然人

7,430,637

2.53

5

广州瑞生私募证券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瑞生六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044,510

1.72

6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保险

3,652,900

1.24

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医
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87,932

1.05

8

上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967,359

1.01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
连－行业配置

保险

2,556,300

0.87

10

嘉盈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80,000

0.78

179,573,894

61.19

合计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
生变化。

四、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比例

8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790,000

1.44%

29,632,218

33,422,218

11.3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60,000,000

98.56%

0

260,000,000

88.61%

总计

263,790,000

100.00%

29,632,218

293,422,218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29,63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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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向彬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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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布局展开，与公司主营业
务高度相关。本次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会进一步增强公司资金实力，加强规
范化的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研发流程建设和管理，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为公司
战略布局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加快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保持公司
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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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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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业务健康稳定发
展。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若公司调整高管人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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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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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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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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凌鹏、罗方方
项目协办人：刘成
项目组成员：吴国泰、宁娟、罗松晖
联系电话：010-60833955
传真：020-32258106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许志刚、张扬
联系电话：：+86 10 5957 2288
传真：+86 10 6568 1022/1838
（三）审计机构
名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 座 6-9 楼
负责人：林宝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丹燕、王福彬
联系电话：0591-87852574
传真：0591-87840354
（四）验资机构
名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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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 座 6-9 楼
负责人：林宝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丹燕、王福彬
联系电话：0591-87852574
传真：0591-87840354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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