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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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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2 
 

 

目录 

声明 ..................................................... 1 

目录 ..................................................... 2 

一、发行主体基本信息 ..................................... 3 

二、发行计划 ............................................. 3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分析 ........... 8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 9 

五、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 9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 11 

七、有关声明 ............................................ 12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3 
 

 

一、发行主体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 

证券简称：启鑫新能 

证券代码：835941 

法定代表人：励小伟 

董事会秘书：童磊 

电子邮箱：lxw@nbqxsolar.com 

电话：0574-25758866 

传真：0574-25758820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推进中我国的光伏产业得到了空前的

发展，公司也在积极布局和拓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项目公司宁波镇

鑫光伏有限公司的两个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建设。 

（二）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上海旭幸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

伙）、广东金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晓峰、龚雪春和马大力。拟认

购股数、认购方式等信息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方式 

1 
上海旭幸投资管理事务

所（有限合伙） 
131 393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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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金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93 279 现金 

3 张晓峰 70 210 现金 

4 龚雪春 23 69 现金 

5 马大力 23 69 现金 

合计 340 1,020 — 

2、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基本情况、与公司及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1）上海旭幸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现持有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310117560168311T 的营业执照，住所地上海漕河泾开

发区新经济园民益路 201号 12幢 402-55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梁松

娣，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咨询，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咨询，

创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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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广东金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0年 01月 28

日，持有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6997703665 的营业执照，住所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

海尾居委会南堤二路 48 号之一首层。法定代表人为冯坚和。注册资

金：6000 万元。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

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对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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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晓峰，男，身份证号码 3303251967********，住址 浙

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清莲小区 12幢 2单元 203室 

（4）龚雪春，男，身份证号码 3301211968********，住址 广

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汇华路二街 3号 

（5）马大力，男，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7********，住址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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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号院甲 5号楼 711号 

发行对象均为原有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120,936,489.33元；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36,969,224.30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91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

产、市盈率等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40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20万元，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五）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情况及其对公司价格

的影响 

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预计不会发生

除权、除息情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自挂牌以来，公司尚未发生过分红派息以及转增股本等情形，对

公司股票价格没有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票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定向

发行中未认购股份。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票无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的

承诺，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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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项目公司

宁波镇鑫光伏有限公司的两个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建设。 

（1） 项目公司介绍 

名称：宁波镇鑫光伏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壹仟万元整 

法人代表：励昌伟 

成立日期人：2017年 5月 23日 

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三星工业区（长石

村三星路 77号） 

经营范围：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节能产品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光伏发电站项目的运营管

理、维修、维护保养；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工

程配套服务；光伏设备批发、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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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程项目名称及规模 

Ⅰ.上海日发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2.3837MWp 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工程 

Ⅱ.上海鲜绿真空保鲜设备有限公司 1.1MWp 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工程 

（3）工程建设费用预算表 

工程名称 费用名称 装机容量 单价 金额（元） 

上海日发 

组件  

2.3837MWp 

 

2.8元/W 6,674,360 

其他设备 2.1元/W 5,005,770 

安装调试费 0.3元/W 715,110 

上海鲜绿 
组件  

1.1MWp 

2.8元/W 3,080,000 

其他设备 2.1元/W 2,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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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费  0.3元/W 330,000 

合计  3.4837MWp 5.2元/W 18,115,240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发行股票 17,250,000 股，发行价格 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1,75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

财务结构。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全部到账，缴存银行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联丰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联丰支

行”），缴存账户为人民币一般户（账号 39424001040006310），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的缴存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114480 号验资报告。后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8 日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联丰支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联丰支行

内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9424001040006427），将募集资

金从人民币一般户划转至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划转后的专

户金额为 51,777,468.75元（多于募集资金部分金额 27,468.75元为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值）。 

公司挂牌及挂牌后共募集资金 51,750,000.00 元，2016 年度实

际使用募集资金 51,807,738.94元，其中多于募集资金的 57,738.94

元为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51,807,738.94元已经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前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的

发展，与前次发行方案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另外，公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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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于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后

进行使用，不存在取得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的

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份

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

行股票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

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定向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批准、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公司系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本次股票发行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最终以监管机构核准的方案为准。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备案。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

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公司净资产增加、股本扩大，

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偿债能力和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将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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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 

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有积

极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定向发行能否通过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以及能否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

也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被处以罚款的行为，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受

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

形。 

五、附条件生效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8年 01月 10日签署。 

甲方：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3名自然人股东与 2名法人股东 

（二）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乙方应在约定的期限内，向甲方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全部认购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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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并由乙方

本人签署后，在甲方本次发行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并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生效。 

如上述条件未能获得满足，则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五）锁定安排 

乙方认购的股票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进行公开转让。 

（六）估值调整条款 

无。 

（七）违约责任 

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协议。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

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

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协议项下约定的定向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1）甲方董事会审

议通过；（2）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3）其他有权部门批准（如需），

不构成违约。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

的义务将不被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

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

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

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

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

终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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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号 

联系电话：0571-87903798 

传真号码：0571-87901974 

经办人：高奕、赵科飏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 1号黄龙世纪广场 A座 8楼、11楼 

联系电话：0571-87901503 

传真号码：0571-87901819 

经办律师：童跃萍、罗敏如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任会计师：朱建弟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联系电话：0574-87269390 

传真号码：0574-87416907 

经办注册会计师：罗国芳、翁一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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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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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励小伟             梁 海            胡普升 

 

                                                             

   徐志明             隋 全             童 磊 

 

全体监事签字： 

 

                                                             

    喻珍珍           张炯彬           杨海波 

 

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励小伟            梁 海             邵玲玲 

 

                                        

    李小芬            童 磊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