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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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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64,814,814股

发行价格：10.80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

（

元

）

获配数量

（

股

）

限售期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7,799,998.00 13,685,185 6

个月

2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新能源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9,999,994.00 5,555,555 6

个月

3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文明复兴六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4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文明复兴五十八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5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君子弘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6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瑞华精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9,999,997.20 9,259,259 6

个月

7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玖鹏大鹏精选

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899,999.20 5,824,074 6

个月

8

北京永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永瑞财富小山多策略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9,999,992.40 3,703,703 6

个月

9

吕强

39,999,992.40 3,703,703 6

个月

10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宁聚量化稳盈

3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1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999,995.60 2,407,407 6

个月

1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999,997.60 2,222,222 6

个月

14

上海量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量金量化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699,990.80 2,101,851 6

个月

15

北京时间管理投资股份公司

-

时间方舟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6

陈蓓文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7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600,107.60 1,537,047 6

个月

合计

699,999,991.20 64,814,814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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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新

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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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徕木股份 指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

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79,050,360

股

（

含

本数

）

普通股股票之行为

保荐机构

、

牵头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

、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中泰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

发行人会计师

、

审计机构

、

验资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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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造成的。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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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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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21年7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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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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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1年12月27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2022年1月1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8

号），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三）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数量：64,814,814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10.80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699,999,991.20元

6、发行费用：12,092,169.81元（不含税）

7、募集资金净额：687,907,821.39元

8、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2年6月22日，发行人、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向最终确定的全体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通知各发行对象本次发行股票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获配股数、需缴付的认购金额、缴款时间及指定的缴款账户。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保荐机构的专用专户，本次

发行认购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2年6月28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22）第06717号” 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2年6月27

日止，海通证券已收到徕木股份本次发行的全部有效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699,999,991.20元。

2022年6月28日，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10,695,943.39元（不含增值税）后的资金689,304,047.81元划转至公

司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

2022年7月4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22〕2-23号” 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为699,999,991.2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2,092,169.8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7,907,821.39元。其中计入股

本金额为人民币64,814,814.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623,093,007.39元，变更后的股本金额为人民币328,316,014.00元。

公司将依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2、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7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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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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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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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徕木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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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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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报备的发行方案相关规定一致；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

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均已对取得公司股份做出限售承诺，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数额均符合《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真实、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

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文件，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真实、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为10.80元/股，发行数量为64,814,81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99,999,991.20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文

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为18家，均在发行人、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发送认购邀请书的特定对象投资者名单之内，本次发行

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

（

元

）

获配数量

（

股

）

限售期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7,799,998.00 13,685,185 6

个月

2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新能源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9,999,994.00 5,555,555 6

个月

3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文明复兴六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4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文明复兴五十八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5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君子弘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6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瑞华精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9,999,997.20 9,259,259 6

个月

7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玖鹏大鹏精选

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899,999.20 5,824,074 6

个月

8

北京永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永瑞财富小山多策略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9,999,992.40 3,703,703 6

个月

9

吕强

39,999,992.40 3,703,703 6

个月

10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宁聚量化稳盈

3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1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999,995.60 2,407,407 6

个月

1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999,997.60 2,222,222 6

个月

14

上海量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量金量化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699,990.80 2,101,851 6

个月

15

北京时间管理投资股份公司

-

时间方舟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6

陈蓓文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7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9,999,990.80 1,851,851 6

个月

1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600,107.60 1,537,047 6

个月

合计

699,999,991.20 64,814,814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发行对象情况如下：

1、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8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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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榕树新能源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敬勇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6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1号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230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资产管理、企业咨询（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3、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榕树文明复兴六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敬勇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6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1号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230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资产管理、企业咨询（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4、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榕树文明复兴五十八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敬勇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6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1号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230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资产管理、企业咨询（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5、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榕树君子弘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敬勇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6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1号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230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资产管理、企业咨询（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6、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吟文

成立日期：2015年02月12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住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金牛北路262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7、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玖鹏大鹏精选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郭鹏飞

成立日期：2016年02月17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北兴村凤西路1512号56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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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北京永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永瑞财富小山多策略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北京永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山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01日

注册资本：1,35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21号楼23层230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9、吕强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210201971********

联系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10、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量化稳盈3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鹏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6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88、76号B幢1层301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11、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8月29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A1201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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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成立日期：1999年08月18日

注册资本：890,794.7954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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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晨

成立日期：2005年09月19日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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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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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4、上海量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量金量化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上海量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卫平

成立日期：2015年04月30日

注册资本：1,111.11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科路2966号2幢210室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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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北京时间管理投资股份公司-时间方舟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北京时间投资管理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韬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5日

注册资本：1,65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10层1单元211110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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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陈蓓文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101091982********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

17、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企业名称：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机构编号：QF2003NAB009

住所：State� of�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Charles� Chiang

证券期货业务范围：境内证券投资

18、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02日

注册资本：775,669.4797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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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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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牵头主承销商、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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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认购，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

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信息，截至2022年7月8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方培教

56,369,022 21.39%

2

朱新爱

30,063,478 11.41%

3

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891,368 7.55%

4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653,788 6.70%

5

浙江海洋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19,590 1.90%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3,865 1.52%

7

方培喜

2,931,191 1.11%

8

上海科鑫领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905,136 1.10%

9

姚家其

1,843,650 0.70%

10

蔡坚锋

1,742,560 0.66%

合计

142,433,648 54.0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2年7月13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方培教

56,369,022 17.17%

2

朱新爱

30,063,478 9.16%

3

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891,368 6.06%

4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653,788 5.38%

5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瑞华精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259,259 2.82%

6

诺德基金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诺德基金浦江

12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944,444 2.12%

7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玖鹏大鹏精选

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824,074 1.77%

8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榕树新能源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629,655 1.71%

9

浙江海洋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19,590 1.53%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21,795 1.50%

合计

161,576,473 49.21%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263,501,2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64,814,814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328,316,014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变动 发行后

股数 比例 发行数量 股数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263,501,200 100.00% - 263,501,200 80.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64,814,814 64,814,814 19.74%

股份总数

263,501,200 100.00% 64,814,814 328,316,014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偿债能力及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财务状况得到改善，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主营业

务，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资产、业务、机构、人员、财

务等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亦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保荐代表人：洪伟、张捷

项目协办人：肖宇豪

项目组成员：韩锦玮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219002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经办人员：倪婕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360号陆家嘴投资大厦13楼

联系电话：21-20315029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杜恩、季方苏、王梦莹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8�号北京国际财源中心（IFC）28�层

联系电话：021-23563298

（四）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曹国强

经办会计师：刘利亚、黄竞超、贺梦然、罗其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楼

联系电话：0571-89722900

（五）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曹国强

经办会计师：贺梦然、罗其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楼

联系电话：0571-89722900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ST跨境 公告编号：2022-059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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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700

万元

-1000

万元

盈利

：

56,114.73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98.75%-98.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

400

万元

-700

万元 亏损

：

3,470.9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045

元

/

股

-0.0064

元

/

股 盈利

：

0.36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半年报与上年同期业绩变动主要原因：

1、合并范围的变化，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帕拓逊” ）本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上年同期出售帕拓逊确认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约人民币7.57亿元（该数据未经

审计且未考虑所得税）。

四、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暨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公司股票自2021年5月7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和

“其他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3.11�规定：“上市公司触及因

本规则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

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二）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2022年4月28日，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能否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2-047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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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

2,200.00

万元

~3,000.00

万元

盈利

：

11,458.65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73.82%~80.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

：

2,200.00

万元

~3,000.00

万元

盈利

：

3,371.4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11.02%~34.7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100

元

/

股

~0.0136

元

/

股 盈利

：

0.0521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双方在业绩预告方

面不存在分歧。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持有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大幅下降，此部分损益为非经常

性损益。

本报告期，公司持有的WuXi� Healthcare� Ventures� II,� L.P.等股权投资产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预计-1,688.63万元；上年同期，公司持有的WuXi� Healthcare� Ventures� II,� L.P.等股权投

资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5,533.80万元。

2、公司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大幅下降，此部分损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1,729.04万元；上年同期，公司收到的计

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为4,532.43万元。

3、公司对参股公司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衡生物” ）的投资亏损进

一步加大，此部分收益为经常性损益。

本报告期，受公司参股公司誉衡生物加大销售、研发投入等影响，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

资收益预计为-2,276.38万元； 上年同期， 公司对誉衡生物权益法核算产生的投资收益为-1,

126.78万元。

剔除上述因素后，本报告期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四、风险提示

1、2022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一个立体仓库发生火灾事故，导

致产生一定的财产损失。目前公司正在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尚未就可进行理赔的金额形成结

论，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预沟通，认为本次火灾事故造成的损益暂未确定，因此尚未确认本次

火灾事故相关损益。最终影响程度以保险公司理赔结果为准。

2、本业绩预告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499� � �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3

转债代码：113566� � � �转债简称：翔港转债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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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的情形：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00万元至15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0万

元至75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万元到

15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2、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0万元到

75万元。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995万元

（二）每股收益：-0.04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围绕“成为日化产品一体化集成供应商” 的发展目标，专注主营

业务，聚焦优势领域，持续加强技术创新、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在手订单充足，

面对上海地区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在积极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政策的同时，基本保持了公司采

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正常运行，并通过改善内部管理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报告期内

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 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32� � �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2-034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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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5,166.57万

元。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6,

779.93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5,

166.5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亏损。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6,

779.93万元。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90.3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79.97万元。

（二）每股收益：-0.11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度，受到新冠疫情、业务区域性及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通用类产品确

认收入占比较高，成本有所上涨导致营业利润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68� � � �证券简称：ST奥马 公告编号：2022-04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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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12,500.00

万元–

18,500.00

万元

亏损

：

25,631.2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48.77% - 172.18%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

12,000.00

万元–

18,000.00

万元

亏损

：

24,591.5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48.80% - 173.2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1153

元

/

股–

0.1706

元

/

股 亏损

：

0.2364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公司已全面回归并聚焦

冰箱主业，相关业务发展稳健。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2-056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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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1,150.00

万元一

850.00

万元 亏损

：

228.41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

150.00

万元一盈利

250.00

万元

盈利

：

378.6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139.62%-33.97%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0.0332

元一

0.0245

元 亏损

：

0.0066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本业绩预告期间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本期业绩预计亏损较去年同期增大主要是系上

半年因燃油车销量下降，导致本期子公司新城福德亏损增加以及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离职

员工补偿增加所致。 其中对业绩影响较大的非经常性损益包括汉富控股承诺补偿纠纷仲裁费

及律师费355万元、计提本期谢楚安案件利息548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

告中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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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3� � �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3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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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8号）文核准，上海徕木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徕木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公司实际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4,814,814股，

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10.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99,999,991.20元，扣除律师费、审计费等其他发行费用12,092,169.81（不含税）后，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687,907,821.39元。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28,316,014.00元，每股面值1元，折股份总数328,316,014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为263,501,200股，占股份总数的80.26%，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64,814,814股，占股份总数的19.74%。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6

月28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

2-� 2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近日，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

构”或“主承销商” ）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亭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重大差

异。

本次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称“专户” ）情况具体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

元

）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亭支行

36940180800350360 400,000,000.00

徕木电子

（

江苏

）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亭支行

36940180800768585 0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301240000006303 130,000,000.00

徕木电子

（

江苏

）

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301220000006304 0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

03004968599 60,000,000.00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101040160002183652 60,000,000.00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35498244 39,304,047.81

注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原因是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包含未扣除的部分本次发行费用。

注2：因募集资金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徕木电子（江苏）有限公司实施建设，待公司内部程序审议通过后，由子公司开立的专户启动使

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甲方）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乙方）、保荐机构（丙方）经协商，达

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洪伟、张捷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

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十一、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四、《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甲方一）与江苏徕木（甲方二）、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乙方）、保荐

机构（丙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

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洪伟、张捷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

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二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以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

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五、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633� � �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4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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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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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因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方培教、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上

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5%以上股东权益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股东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姓名 方培教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8********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

651

弄

88

号

通讯方式

021-6767907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无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公司名称 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6941955503

法定代表人 方培教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经营期限

2009

年

09

月

11

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1,250.00

万元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

3528

号

A

栋

502

室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

，

实业投资

（

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

财务咨询

（

不得从事代理记帐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

信息咨询

，

市场营销策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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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方培教持股

100.00%

3、持股5%以上股东

姓名 朱新爱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3101101967********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

651

弄

88

号

通讯方式

021-6767907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现任徕木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

4、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名称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152309

法定代表人 傅红岩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国有控股

）

经营期限

1993-06-30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50744.375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400

号

1

幢

301-146

室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科技投资

，

技术经济评估

，

以

及与上述项目相关的经营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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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64,814,814股， 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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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01,200股增加至328,316,014股。

因公司控股股东方培教、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5%以上股东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

在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方培教

56,369,022 21.39% 56,369,022 17.17%

2

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891,368 7.55% 19,891,368 6.06%

合计

76,260,390 28.94% 76,260,390 23.23%

序号 其他

5%

以上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3

朱新爱

30,063,478 11.41% 30,063,478 9.16%

4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653,788 6.70% 17,653,788 5.38%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由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所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