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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乾照光电 指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方

式向包括第一大股东王维勇在内的不超过 5

家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董事会 指 乾照光电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乾照光电的股东大会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会计

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期 指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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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暂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6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36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

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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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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分别于 2014 年 9 月 2 日和 2014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理，于 2015 年 7 月 1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5 年 7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8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21,488,200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2015年10月30日止，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794,999,978.34元

缴付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

字（2015）第350ZA0102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10 月 30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

事项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 350ZA010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

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止，乾照光电已增发人民币普通

股（A 股）114,553,31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94,999,978.3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 27,65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67,349,978.34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1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二、 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4,553,311股，全

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6.94 元/股，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均价的 90%，即为发行底价 6.39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认购邀请书》

发送日的次一交易日，即 2015 年 10 月 16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

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6.39 元/股。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94,999,978.34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律师费用、验资费用等）27,650,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767,349,978.34 元。 

（五）锁定期 

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 发行对象 

（一）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公司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2015 年 10 月 23 日 8:30-11:30）

内共收到 7 家投资者发出的《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

核查：提交申购报价单的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无需缴纳保证金，提交申购报价单的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按《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

请书》约定足额缴纳保证金 2,000 万元整，报价为有效报价；提交申购报价单的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按《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约定足额缴纳保证金，提供的报价为无效报价。另

外，公司第一大股东王维勇先生承诺以现金方式并且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

认购，认购金额为 8,000 万元。 

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别 

关联

关系 

锁定期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月） 

1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无 12 6.93 15,000.00  

2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7.03 18,000.00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6.62 15,000.00  

6.41 18,000.00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无 12 7.01 20,500.00  

5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 无 12 7.13 18,000.00  

6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6.94 15,000.00  

6.85 15,000.00  

6.71 15,000.00  

7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无 12 6.60 15,000.00 

除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未在规定时间内交齐保证金外，共有

6 家机构投资者发出有效申购。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

书确定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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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 元每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114,553,311 股，募集资金总额 794,999,978.34

元，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本次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锁定期 

1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4 29,538,904 204,999,993.76 12 个月 

2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4 25,936,599 179,999,997.06  12 个月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6.94 25,936,599 179,999,997.06 12 个月 

4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4 21,613,832 149,999,994.08 12 个月 

5 王维勇 6.94 11,527,377 79,999,996.38  12 个月 

合计 -- 114,553,311 794,999,978.34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14,553,311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5 名，具体

情况如下：  

1、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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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5 亿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29,538,904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2、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419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注册资本：3 亿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25,936,599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3、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 69 号 2 幢 4 层 4021 室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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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25,936,599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4、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1206 室 

法定代表人：王德晓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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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2 亿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21,613,832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5、王维勇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大中路 85 号 1502 

简历：王维勇先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69 年出生，本

科学历。曾任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厦门市金鹭王纸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其于 2011 年 7 月起担任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并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起

因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现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第一

大股东。 

认购数量：11,527,377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王维勇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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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已按

照《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产品均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完

成了登记和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王维勇系自然人，不属于“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设立”，也非“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王维勇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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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

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赵旭、龙敏  

项目协办人：连子云 

联系人员：于颖欣、陈宇航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 3 层 

联系电话：010-65608299 

传    真：010-65608451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继平 

经办律师：胡基、郑燕、杨子江 

联系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515 号静安嘉里中心一座 2605 室 

联系电话：021-60435000 

传    真：021-52985030 

（三）会计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徐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俊超、陈志达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联系电话：010-85665018 

传    真：010-85665120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王维勇 100,646,600 17.06% 100,646,600 

2 邓电明 90,646,600 15.36% 67,984,950 

3 王向武 60,764,400 10.30% 60,764,400 

4 叶孙义 25,382,200 4.30% 0  

5 
石河子乾宇光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360,000 1.76% 0  

6 高雅萍 5,122,916 0.87% 0  

7 辽宁振兴生态造纸有限公司 4,500,000 0.76% 0 

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403,500 0.75% 0 

9 缪文琴 3,372,100 0.57% 0 

10 章杏雅 2,916,162 0.49% 0 

合计 308,114,478 52.22% 229,395,95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王维勇 112,173,977 15.92% 112,173,977 

2 邓电明 90,646,600 12.87% 67,984,950 

3 王向武 60,764,400 8.62% 60,764,400 

4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 155 号资

产管理计划 
28,818,443 4.09% 28,818,443 

5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申万菱信

资产－华宝瑞森林定增 1 号 
25,936,599 3.68% 25,93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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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

信托－中融－财富 1 号结构化集合资

金信托 

25,936,599 3.68% 25,936,599 

7 叶孙义 25,382,200 3.60% 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泓

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2,911 2.86% 20,172,911 

9 
石河子乾宇光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360,000 1.47% 0  

10 高雅萍 4,769,916 0.68% 0  

合计 404,961,645  57.48% 341,787,879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邓电明 董事长 90,646,600 15.36% 90,646,600 12.87% 

除董事长邓电明先生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并未直接持有乾照光电股份，因而持股数量和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114,553,311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9,395,950 38.88 343,949,261 48.82 

无限售条件股份 360,604,050 61.12 360,604,050 51.18 

合  计 590,000,000 100.00  704,553,31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

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

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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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

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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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都没有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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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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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除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王维勇外，其

他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

况产生影响。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全程参与了乾照光电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工作。中信建投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有权部门的批准；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本次

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

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规定，合法、有效。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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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赵  旭               龙  敏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_____________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2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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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签名）：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胡基             郑燕            杨子江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张继平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015 年 11 月 2 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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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周俊超                陈志达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徐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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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文件 

2、上市申请书； 

3、承销及保荐协议；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9、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0、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1、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12、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 259-269 号 

电话：0592-7616266 

传真：0592-761627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 3 层 



 

电话：010-65608299 

传真：010-65608451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szse.cn/
http://www.cninfo.com.cn/


 

（本页无正文，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的签字盖章页） 

 

 

 

 

 

 

 

 

 

 

 

 

 

 

 

 

 

发行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2 日    

 


	释 义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二、 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三、 发行对象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变动情况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发行人律师声明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三、查阅时间
	四、信息披露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