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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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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王敏      王芳       彭月初      乐开康      王伟 

 

全体监事签名： 

 

                                                 

王华东            刘雪映             钟梅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刘玲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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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锦好医疗、公司 指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章程、《公司章程》 指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本次定向发行、本次股

票发行、本次发行 
指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定

向发行方式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

行为 

在册股东 指 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东名册股东 

股份认购合同 指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定向发行与认购人签署的股份认购

合同 

投资者 指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投资者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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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

七条的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向符合规定的投

资者发行股票，股东对发行的股票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故现

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权利。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2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

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王敏 
在册股东-自然人投

资者-控股股东、实
599,999 5,999,990.00 现金 

公司名称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锦好医疗 

证券代码 872925 

主办券商 广发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35,000,001 

实际发行数量（股） 1,099,999 

发行后总股本 36,100,000 

发行价格（元/股） 10  

募集金额（元） 10,999,99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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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董事长 

2 王芳 

在册股东-自然人投

资者-实际控制人、

副董事长、总经理 

500,000 5,000,000.00 现金 

合计 - - 1,099,999 10,999,990.00 - 

本次股票发行均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认购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他人代为缴款情形，不存在非法募

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不存在以协议、委托、代持、

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持股或受托代持的情形。 

（四）实际募集金额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根据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本次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099,999股，拟募集资金总额10,999,990.00元。 

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金额为10,999,990.00元，与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一致，不存在本次

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的情况。 

（五）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限售数量 法定限售数量 自愿锁定数量 

1 王敏 599,999 450,000 450,000 0 

2 王芳 500,000 375,000 375,000 0 

 合计 1,099,999 825,000 825,000 0 

本次股票发行中，认购对象王敏系公司董事长、王芳系

公司副董事长及总经理。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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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办理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引》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上述人员应对本次认购的股份中的75%进行限售，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已经按照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的规定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 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

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

方监管协议》。2020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设立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2008022029200353185 

发行对象已在认购期内将认购款汇入上述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中。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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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

方监管协议》。2020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与主办券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对本次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在册股东人数为 6 名，本次股

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 2 名。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由

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豁免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

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原股东博尔乐远东有限公司（BEURER FAR EAST 

LIMITED）的注册地为中国香港，属于外资股东，截至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股票3,500,001股，持股比

例为10.00%。本次股票发行后，博尔乐远东有限公司

（BEURER FAR EAST LIMITED）持有公司股票3,500,001股，

持股比例为9.70%，根据2018年6月30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外商投资的上

市公司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可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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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化累计超过5%以及控股或相对控股

地位发生变化时，就投资者基本信息或股份变更事项办理备

案手续。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原股东及本次股票发行认购者

均不存在国资、外资等性质。 

故本次股票发行无需履行国资、 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

的核准、登记或备案等程序。 

（十）本次定向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0年 2月 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相关议案，并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在

全国中 小企业 股份转 让系统 指定的 信息披 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锦好医疗：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锦好医疗：关

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锦好医疗：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告编号：

2020-013）、《锦好医疗：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0-014）、《锦好医疗：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并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披露《锦好医疗：第一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于同日披露《锦好医疗：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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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8）。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5 日披露了《锦好医疗:2020 年第一

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及锦好医疗: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更正后）》

（公告编号：2020-020）。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向全国股转公司报送了本次定

向发行申请文件，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取得了《受理通知书》

（编号：DF20200309002），并于同日披露了《锦好医疗：关

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定向发行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取得《关于对惠州市锦好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系统函

[2020]520 号），并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披露了《锦好医疗：

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无异议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披露了《锦好医疗：股票定向

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认购期为 2020 年 3

月 20 日（含当日）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含当日）。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

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综上所述，公司严格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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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要

求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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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

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

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王敏 14,214,378 40.6125% 10,660,784 

2 王芳 9,476,252 27.0750% 7,107,189 

3 
惠州市锦同创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4,738,126 13.5375% 1,579,376 

4 
博尔乐远东有限

公司 
3,500,001 10.0000% 0 

5 

惠州市锦同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74,996 4.5000% 524,999 

6 

惠州市锦同盛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96,248 4.2750% 498,750 

合计 35,000,001 100% 20,371,098 

2.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

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王敏 14,814,377 41.0371% 11,110,784 

2 王芳 9,976,252 27.6350% 7,482,189 

3 
惠州市锦同创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4,738,126 13.1250% 1,579,376 

4 
博尔乐远东有限

公司 
3,500,001 9.6953% 0 

5 

惠州市锦同声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74,996 4.3629% 52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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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惠州市锦同盛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96,248 4.1447% 498,750 

合计 36,100,000 100% 21,196,098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

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票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5,922,657 16.9219% 6,197,656 17.1680%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8,706,246 24.8750% 8,706,246 24.1170% 

合计 14,628,903 41.7969% 14,903,902 41.2850%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票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17,767,973 50.7656% 18,592,973 51.5041%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2,603,125 7.4375% 2,603,125 7.2109% 

合计 20,371,098 58.2031% 21,196,098  

总股本 35,000,001 100% 36,100,000 1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6人；本次股票发行无新增股东，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仍为6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将增加公司的货币资金，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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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全部用于医疗设备生产项目，该在建工程竣工转固后，

将增加公司固定资产。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99,990 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全部用于医疗设备生产项目。 

公司主要从事医疗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随着

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趋于饱和，

面临一定的产能瓶颈。医疗设备生产项目竣工投产后，将有

效解决公司产能不足的短板，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

增长。本次发行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仍以

助听器、雾化器等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为主。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王敏 董事长 14,214,378 40.6125 14,814,377 41.0371 

2 王芳 
副董事长、总

经理 
9,476,252 27.0750 9,976,252 27.6350 

合计 23,690,630 67.6875 24,790,629 68.6721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9 年度 

每股收益 0.62 0.72 0.70 

加权平均资净产收益

率 
43.50% 35.24% 29.1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6 0.45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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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1.74 2.3 2.54 

资产负债率 24.68% 22.80% 20.63% 

流动比率 3.55 3.51 3.98 

速动比率 2.7 2.23 2.7 

  



公告编号：2020-040 

三、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锦好医疗：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0-014）。全

国股转公司对定向发行说明书的相关内容进行审查，并提出

了反馈意见，公司对反馈意见进行回复，并对定向发行说明

书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调整内容如下表： 

除上述调整外，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序

号 

定向发

行说明

书 

披露时间 
履行的审

议程序 
主要调整内容 

1 
第一次

调整 
2020 年 3 月 5 日 

不涉及发

行方案重

大调整，

无需履行

审议程序 

一、对原公告之“二、基本信息”

之“（一）公司概况”中的内容

进行了调整 

二、对原公告之“三、发行计划”

之“（七）限售情况” 的内容

进行了调整 

三、对原公告之“三、发行计划”

之“（十一）是否存在新增股票

完成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四、对原公告之“三、发行计划”

之“（十四）本次定向发行需要

履行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

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五、对原公告之“七、本次发行

相关协议的内容摘要”之“（一）

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

内容摘要”之“5.相关股票限售

安排” 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公告编号：2020-040 

（www.neeq.com.cn）披露的《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2020 年第一次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更正后）》（公告编号：2020-020）。 

  



公告编号：2020-040 

    五、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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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王敏               王芳 

 

 

控股股东签名： 

 

          

王敏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公告编号：2020-040 

六、备查文件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20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2020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更正后） 

股份认购合同 

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