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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603           证券简称：金润和        主办券商：东莞证券 

 

广东金润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2017年10月9日，广东金润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金润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发行方案（一）》、《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

针对本次股票发行完成认购的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党佩洁办理针对本次公司股票发行

完成认购的情况的公司相应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以及<章程修正案>备

案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18年4月20日，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17年股票发行方案（一）>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截至2018年4月13日

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在册股东共78名，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

现就认购事宜安排如下： 

一、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依《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每次发行股票，现有股东不享有优

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的安排。 

在册股东指截至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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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

记日为2018年4月13日。 

二、新增投资者认购程序 

(一)新增投资者认购安排：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2、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00元/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4月 24日出

具的大信审字[2017]第 18-00026 号《审计报告》，2016 年度公司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36,325.89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9,272,686.76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68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8]

第 18-00026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归属于挂牌

公司净利润为 9,125,126.66 元，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 68,397,808.30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08元。 

本次发行定价依据参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每股净

资产等因素。     

3、本次股票发行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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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5,000,000 股（含 15,000,000 股），

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0元（含人民币 60,000,000元）。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除了在册股东李中林、李明清外，其他均

为新增投资者，且均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所有认购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

次股票发行拟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拟认购股份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01 陈汝杰 300,000  1,200,000  现金 

02 黄明瑾 300,000  1,200,000  现金 

03 庞淼 450,000  1,800,000  现金 

04 郝海军 380,000  1,520,000  现金 

05 黄小芬 400,000  1,600,000  现金 

06 任冬江 300,000  1,200,000  现金 

07 邰禹铭 300,000  1,200,000  现金 

08 居玉新 300,000  1,200,000  现金 

09 贾文山 300,000  1,200,000  现金 

10 刘金河 300,000  1,200,000  现金 

11 石宝平 300,000  1,200,000  现金 

12 孙家菊 800,000  3,200,000  现金 

13 朱伟文 400,000  1,600,000  现金 

14 官薇 500,000  2,000,000  现金 

15 徐世琴 2,370,000  9,480,000  现金 

16 李中林 3,500,000  14,000,000  现金 

17 李明清 2,000,000  8,000,000  现金 

合计 13,200,000  52,800,000  - 

4、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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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汝杰，男，1971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44062219711011****，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2）黄明瑾，男，1974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44010719741230****，为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的合格投资者。 

（3）任冬江，女，196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51060219621216****，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4）邰禹铭，男，1994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44040219940313****，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5）居玉新，女，1949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1010419490209****，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6）贾文山，男，1963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11010819630604****，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7）刘金河，男，1983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61011319830720****，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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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宝平，男，1972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13243019720616****，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9）郝海军，男，1970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7250119700927****，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10）黄小芬，女，1975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2040419751121****，为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的合格投资者。 

（11）朱伟文，男，1968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1010819680722****，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12）庞淼，男，1970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身份证号码：15010219700204****，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

合格投资者。 

（13）官薇，女，1962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身份证号码：51112319620807****，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

合格投资者。 

（14）孙家菊，女，1951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11010519511011****，为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的合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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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明清，男，1947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43032219470308****，公司在册股东。 

（16）徐世琴，女，1980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52262519800708****，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的合格投资者。 

（17）李中林，男，1970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43032219701124****，公司在册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认购对象中，李中林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明清是公司在册股东，李明清与李中林是

父子关系，李明清与公司在册股东、董事李梓林是父子关系，李中林

与公司在册股东、董事李梓林是兄弟关系；徐世琴与公司股东袁高歌

是夫妻关系，除此外，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与公司、公司在册股东、

董监高之间以及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

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均为自然人，非公司的持股平台，不存在被纳入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相关情形，且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股份代

持的情形。 

（二）缴款的时间安排 

（1）缴款起始日：2018年9月18日 

（2）缴款截止日：2018年10月18日 

（三）认购程序 

（1）2018年 10月 18日前（含当日），认购人需将本次股票发

行认购资金存入公司股票发行缴款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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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 10月 18日前（含当日），认购人将缴纳认购资金

的汇款底单复印件传真或扫描至公司，如果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需

要把网上的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发邮件到公司邮箱，同时电话确认。  

（四）认购成功的确认办法 

2018 年 10 月 18 日前（含当日），公司确认认购人的认购资金

到账无误后，通过认购人电话通知股份认购成功。 

三、缴款账户 

户名：广东金润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东莞望牛墩支行营业部 

账号：7094 7071 6610 

银行对增资款缴款的要求：汇款时，收款人账号、户名严格按照

以上信息填写。汇款金额必须以股东认购数量所需认购资金为准，请

勿多汇或少汇资金。汇款账号、户名应为认购人名称，汇款用途填写

“投资款”。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认购资金必须以股份认购股东名称为汇款人，并汇入股票

发行缴款指定账户。在汇款单备注栏中注明股份认购人名称和认购股

份数，例如：张三 1,000股。汇款相关手续费由股份认购人自理，不

得在认购资金内扣除。 

（二）汇款金额必须以认购人意向认购数量所需认购资金为准，

请勿多汇或少汇资金。认购人存入或汇入的资金可认购股份与其股份

认购协议确认的认购股份不一致的，认购人最终认购的股份数以实际

缴纳的认购款计算。若有超额认购资金，公司将退回认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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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在股份认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购人应与公司进行

及时联络，以保证认购的顺利完成；对于由于认购人联系电话无法联

系而引起的各种责任和问题将由认购人本人承担。 

   （四）属于放弃认购的情况：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出现以下情况

的，将视为放弃认购：公司未在 2018 年 10 月 18 日前（含当日）收

到银行出具的汇款到账入账单的；经电话联系，其明确表示放弃认购

的。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党佩洁 

联系电话：0769-83450848 

传真：0769-81024838 

邮箱：iso@jrhgd.com 

联系地址：东莞市桥头镇文明路（田新段）206号 

六、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将在完成本次股票发行相关手续后，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相关规定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广东金润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