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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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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 发行数量：8,787,878股

● 发行价格：33.00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公司已于2020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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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次一交

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

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年3月1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0-2022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

议案。

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

措施（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解除协议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20年8月3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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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6日，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18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8,787,878股

3、发行价格：33.00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89,999,974.00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10,875,411.33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79,124,562.67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缴款及验资情况

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1月11日向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出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 ），通知投资者按规定于2020年11

月16日前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截至2020年11月16日17:00前，认购对象均已

及时足额缴款。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为289,999,974.00元，发行股数为8,787,878股。

2020年11月17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向发行人账户。

2020年11月18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705号）。经审验，截至2020年11月16日止，参与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缴存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

行开设的账户，缴存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289,999,974.00元。

2020年11月18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704号）。经审验，截至2020年11月17日止，发行人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8,787,878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3.0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289,999,

974.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10,875,411.33元（不含税）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9,

124,562.67元，计入股本人民币8,787,878元，超出股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70,336,684.67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11月27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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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为：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

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不包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

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2、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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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

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2020年修订）》《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事项

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江阴毅达高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9,090 29,999,970.00

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悦诚同心共享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0,606 34,999,998.00

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悦诚同心共享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6,060 19,999,980.00

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悦诚同心共享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6,060 19,999,980.00

张颖盛 606,060 19,999,980.00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公司-轻盐智选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03,030 42,999,990.00

潘旭虹 606,060 19,999,980.00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6,060 19,999,980.00

孙琪伟 2,121,212 69,999,996.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3,640 12,000,120.00

合计 8,787,878 289,999,974.00

（二）发行对象情况

1、江阴毅达高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8年03月29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贵雄

出资额 20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江阴市长江路777号19号楼607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1WA55WXT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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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编号 SCT816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2、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悦诚同心共享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性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备案编号 SJT187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8月24日

法定代表人 田圣杰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5655（集中办公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X1NB88G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登记的，不得开展私募基金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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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66467

3、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悦诚同心共享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性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备案编号 SJP013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节之“三、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情况”之“（二）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悦诚同心共享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悦诚同心共享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性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备案编号 SJT309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参见本节之“三、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情况”之“（二）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悦诚同心共享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张颖盛

姓名 张颖盛

住所 南宁市西乡塘区******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6、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轻盐智选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性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备案编号 SLX465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12月31日

法定代表人 任颜

注册资本 97882.2971万元人民币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28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5676619268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

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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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02316

7、潘旭虹

姓名 潘旭虹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8、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10月29日

法定代表人 陈光明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临潼路170号60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MA1G5KWGXY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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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9、孙琪伟

姓名 孙琪伟

住所 浙江省绍兴县******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10、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2005年11月2日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注册资本 764,638.5238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1703453H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限售期 6个月

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

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

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

诺，或直接或间接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上述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的交易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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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对象中，张颖盛、潘旭虹、孙琪伟、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属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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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 ）管理人，不需要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

序。江阴毅达高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悦诚同心共享9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珠海市孚悦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悦诚同心共享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珠海市孚悦中

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悦诚同心共享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公司-轻盐智选4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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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及资产管

理计划备案。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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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股）

1 殷福华 境内自然人 38,923,894 27.42 -

2 季文庆 境内自然人 10,405,076 7.33 -

3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44,400 5.67 -

4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60,366 5.26 -

5 徐强 境内自然人 5,205,200 3.67 -

6 徐珺 境内自然人 5,205,200 3.67 -

7 邵庭贞 境内自然人 3,785,600 2.67 -

8 顾维明 境内自然人 3,785,600 2.67 -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80,375 2.17 -

10 唐艳 境内自然人 2,372,159 1.67 -

合计 88,267,870 62.2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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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股）

1 殷福华 境内自然人 38,923,894 25.82 -

2 季文庆 境内自然人 10,405,076 6.90 -

3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44,400 5.34 -

4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60,366 4.95 -

5 徐强 境内自然人 5,205,200 3.45 -

6 徐珺 境内自然人 5,205,200 3.45 -

7 邵庭贞 境内自然人 3,785,600 2.51 -

8 顾维明 境内自然人 3,785,600 2.51 -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84,184 1.65 -

10 唐艳 境内自然人 2,372,159 1.57 -

合计 87,671,679 58.15 -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后公司股东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1,960,000 100.00 141,960,000 94.17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 - 8,787,878 5.83

合计 141,960,000 100.00 150,747,878 100.0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资

本实力，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2、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由于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股本将有所增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需根据资金投

入情况逐步体现，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对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募集资金

的投入使用，公司营收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预计将有较大的增长，有利提升公司的长期

盈利能力以及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及未来发展战略布局展开，将结合下游

高端平板显示和半导体的产业发展的业务机会，持续投入公司的湿电子化学品主营业务，主业更加突出。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仍为殷福华先生。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次发行

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

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运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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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均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联系电话 021-38966586

传真 021-38966500

保荐代表人 姜海洋、米耀

项目协办人 姜磊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住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七层

联系电话 010-88004488

传真 010-66090016

经办律师 胡琪、王月鹏、许桓铭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梁春、杨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联系电话 0510-68932298

传真 0510-68780780

经办会计师 潘永祥、杨浩峰

（四）验资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梁春、杨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联系电话 0510-68932298

传真 0510-68780780

经办会计师 潘永祥、杨浩峰

六、上网公告附件

1、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

字[2020]000704号）；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5、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发行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3078� � � �证券简称：江化微 公告编号：2020-076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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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为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公司

总股本由141,960,000股增加至150,747,878股， 进而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殷福华持有的公司股份均被动稀释超

过1%。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表决权委托

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9月17日出具《关于核准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18号）（以下简称“批复”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588,000股

新股。根据批复，公司目前已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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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141,960,000股增加至150,747,878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姓名 殷福华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1月27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被动稀释 2020年11月2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有股份 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非公开发行前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比例（%）

殷福华 无限售条件A股 38,923,894 27.42 38,923,894 25.82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动稀释，未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3、殷福华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4、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日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化微

股票代码：6030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市新区丁岗镇留村258号

通讯地址：镇江市新区丁岗镇留村258号

股份变动性质：因非公开发行新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5%以下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化微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江化微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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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江化微、上市公司 指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078）

杰华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镇江市新区丁岗镇留村258号

法定代表人 殷福华

注册资本 8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558050963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经营期限 2010年6月29日至2030年6月2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殷福华持股40.41%

季文庆持股38.38%

邵勇持股4.04%

朱永刚持股4.04%

殷知付持股3.03%

李江持股3.03%

赵文虎持股3.03%

李英持股2.42%

顾健持股1.62%

通讯地址 镇江市新区丁岗镇留村258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永久居留

权

殷福华 董事长 男 3202191968******** 中国 江苏省江阴市 否

季文庆 董事 男 3202191972******** 中国 江苏省江阴市 否

朱永刚 董事 男 3202811982******** 中国 江苏省江阴市 否

殷正平 总经理 男 3202191969******** 中国 江苏省江阴市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江化微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系江化微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公司总股本由141,960,000股增至150,747,878股，导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5%以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江化微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的具体计划。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并做好报批和信息披露工作。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江化微于2020年11月27日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登记工作， 公司总股本由141,960,000股增至

150,747,878股。杰华公司未认购江化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江化微总股本变动，杰华公司的持股比例

由5.26%被动稀释至4.95%。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化微7,460,36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江化微总股本的

5.26%。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江化微7,460,36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江化微总股本的

4.95%，低于江化微总股本的5.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被冻结、

质押、查封等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江化微于2020年8月1日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号），杰华公

司于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江化微1,419,587股股票， 减持价格区间

为46.05元/股-51.79元/股，减持总金额69,349,049.07元；在2020年7月27日至7月3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江化微2,839,200股股票，减持价格区间为40.73元/股-45.19元/股，减持总金额为123,457,116元。

除前述减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江化微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监管要求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有关备查文件备置于江化微董事会办公室（江阴市云顾路581号），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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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殷福华

2020年12月1日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殷福华

2020年12月1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

股票简称 江化微 股票代码 6030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镇江市新区丁岗镇留村25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其他√

股份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

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因非公开发行新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5%以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持股数量： 7,460,366股

持股比例： 5.2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变动数量： 0股 变动后数量：7,460,366股

变动比例： 0.31%���������������变动后比例： 4.9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殷福华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3966� � �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0-083

债券代码：113598� � � �债券简称：法兰转债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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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1日，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

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从

2020年9月11日至2021年9月1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9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1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4.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07%，购买的最高价为15.45元/股、最低价为14.11元/股，支付的金额为216.0176万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0年11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4.9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7%，购买

的最高价为16.20元/股、最低价为14.1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33.813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0-120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大股东王佶先生的通

知，获悉王佶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王佶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的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王佶 否 900.00 2.29 0.12 是 是

2020年11

月30日

质押人

申请解

除质押

为止

长安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

司

补充

质押

合计 -- 900.00 2.29 0.12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11月30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

例

（％）

累计质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王佶 39,331.77 5.28 24,935.01 63.40 3.35

24,935.01

（注）

100.00 14,395.56 99.99

绍 兴 上 虞

吉 运 盛 商

务 信 息 咨

询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19,605.71 2.63 19,605.71 100.00 2.63 14,853.96 75.76 0.00 0.00

绍 兴 上 虞

吉 仁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14,988.63 2.01 0.00 0.00 0.00 0.00 0.00 14,988.63 100.00

合计 73,926.11 9.92 44,540.73 60.25 5.98 39,788.97 89.33 29,384.19 100.00

【注】：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24,935.01万股，其中高管锁定股14,300.00万

股、首发后限售股10,635.01万股；本表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造成。

3、股东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

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899� � �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20-078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特定股东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new/index）上披露了《关于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及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特定股东南通得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得一” ）计划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00%。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9月2日披露了《关于特定股

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及变更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2020-058）， 对减持计划变更情况

及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情况及进行了披露。

公司于近日收到南通得一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鉴于本次减

持期限已经届满，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南通得一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未实施，且减

持计划已到期。南通得一仍持有公司4,755,2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96%。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2020年修

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南通得一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本次减持未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三）南通得一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截至目前，南通得一减持计划未实施，且已到期，但未来不排除通过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竞价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如未来南通得一拟继续

减持公司股票，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3590� � �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0-155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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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5月25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和《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994,9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25%，成交最高价为38.27元/股、成交最低价为35.8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74,500,905.00元。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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