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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04,738,998 股 

2、发行价格：4.72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94,368,070.56 元 

4、募集资金净额：485,506,756.09 元 

二、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发行对象山东国惠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结

束后，发行对象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104,738,99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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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新增股份将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453,868,99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调

整后 A 股每股收益为 0.0520 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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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条件。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2020 年 12 月 24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20JNAA2001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

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104,738,998 股，每股发行价格 4.72 元，每股面值 1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4,368,070.56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

币 8,861,314.4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5,506,756.09 元。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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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圣阳股份 指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惠、发行对象、认购方、

认购人 指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发

行不超过104,738,998股每股面值1.00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定价基准日 指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2020年8月12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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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

销商、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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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Sacred Sun Power Sources Co.,Ltd.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宋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169524686K 

成立日期：1998 年 8 月 20 日 

注册资本：349,129,995 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 1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 1 号 

股票简称：圣阳股份 

股票代码：002580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电子信箱：zqb@sacredsun.cn 

联系电话：0537-4435777 

联系传真：0537-4430400 

经营范围：HW49 废弃的铅蓄电池收集、贮存（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锂离子电池及管理系统和电源系统的研究、研发、制造、销售、

运维、回收、贮存、经营、再利用；铅蓄电池及管理系统、电源系统和相关零部

件的研究、研发、制造、销售、运维；新型化学物理电源、蓄电池零部件和材料、

电源设备、UPS、蓄电池空调仓、高频开关电源、通信机房基站节能产品、电子

电器、风能发电、光伏发电及其他发电机组、机械零部件、机械设备的研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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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制造和销售、新技术改造应用；电池管理系统、智能监控系统、能量管理系

统、软件系统、储能系统、储能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安

装、运营、服务；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新能源技术研发、转让、咨询和服务；

电缆连接线的制造加工及销售；电力工程设计、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承装（修、试）电力设施；电力购销、合同能源管理；本公司生产及代理产

品、技术的出口业务、本公司科研和生产使用及代理产品、技术的进口业务；经

营进出口业务；房屋、设备、产品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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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20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并同意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2、2020 年 8 月 28 日，山东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认

购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意见》（鲁国资收益字[2020]68

号），同意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惠”）利用自有资金，以

4.72 元/股的价格认购圣阳股份非公开发行的不超过 104,738,998 股股份并取得对

圣阳股份的控制权。 

3、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0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2020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圣阳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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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山东国惠共 1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

对象。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山东国惠发出《缴

款通知书》，通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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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 日 17 时止，山东国惠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0 年 12 月 23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20JNAA20012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

17:00 止，国泰君安在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营业部开设的指定认购款缴

存账户（账号：436467864989）已收到圣阳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

资金共计人民币 494,368,070.56 元。 

2020 年 12 月 23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余额

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0 年 12 月 24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20JNAA2001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

止，圣阳股份已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4,738,998 股，每股

发行价格 4.72 元，每股面值 1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4,368,070.56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8,861,314.4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485,506,756.0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738,998.00 元，剩余人民币

380,767,758.09 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 目 不含税金额（元） 含税金额（元） 
会计师费用 188,679.24 200,000.00 
律师费 283,018.87 300,000.00 
承销保荐费 8,389,616.36 8,892,993.34 

合 计 8,861,314.47 9,392,993.34 

发行人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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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收到股份登记申

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

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104,738,998 股，均为现金认购。 

4、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4.7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5、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94,368,070.56 元，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 8,861,314.4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5,506,756.09 元。 

6、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转让。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发

行对象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7、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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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94,368,070.56 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104,738,998 股，认购对象的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山东国惠 494,368,070.56 104,738,998 23.08% 

山东国惠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金额未超过其资产规

模或资金规模。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山东国惠概况 

企业名称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6 号楼 33 层 

法定代表人 尹鹏 

成立日期 2016 年 1 月 12 日 

认缴出资额 3,00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MA3C5EJ69D 

经营范围 
省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权的经营管理及不良资产处置；托管经营；

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企业重组、收购、兼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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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山东国惠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

公司 



3-1-1-11 

3、主营业务及经营成果 

山东国惠，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是经山东省政府批准设立，由山东省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省管企业。山东国惠的主营业务以交通运输、工程、融

资租赁、贸易及工程施工为主。山东国惠定位于省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是

山东省委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承担以市场化手段贯彻省政府战略意图、做

大做强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服务使命，在山东省省属国有企业中

有着较为突出的行业地位。 

4、发行对象及其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情况 

山东国惠及其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山东国惠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情况。 

6、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山东国惠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

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进行，同时发行人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发行对象是否涉及私募基金及其备案情况的核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山东国惠为一般法人，山东国惠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涉及认购主体共计 1 名，

未超过 200 名，无需穿透核查，无需私募基金备案。 

（四）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出资情况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山东国惠，认购金额为 494,368,070.56 元，认

购股数为 104,738,998 股。 

山东国惠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是其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不

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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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也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结构化融

资等情形；不存在委托股份、信托持股等特殊利益安排情形。 

（五）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

业投资者又划分为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 类）、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B 类）、

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 类）、认定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D 类）及认定自然人

专业投资者（E 类）等 5 个类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 C1

（保守型）、C2（谨慎性）、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等

五种级别。 

本次圣阳股份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中等风险）级。专业投资者

和普通投资者中 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本次圣阳股份发行对象山东国惠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

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1 山东国惠 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B 类） 是 

经核查，上述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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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赵钟洪、刘小东 

项目协办人：尹柏元 

其他项目组成员：徐慧璇、季科科、王天琦 

联系电话：0755-23976373 

联系传真：0755-23970373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1111 号华润中心 55-56 层 

负责人：耿国玉 

签字律师：马士彬、胡友斌 

联系电话：0531-66590906 

联系传真：0531-66590906 

（三）审计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负责人：叶韶勋 

签字会计师：毕强、燕进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联系传真：010-65547190 

（四）验资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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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叶韶勋 

签字会计师：毕强、燕进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联系传真：010-6554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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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证券代码：002580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21 年 1 月 12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

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山东国惠所认购股份限售期

均为 36 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发行

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

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减持

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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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宋斌 25,704,287 7.36% 流通股 

2 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7,755,800 5.09% 流通股 

3 杨龙忠 9,217,440 2.64% 流通股 

4 
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7,826,086 2.24% 流通股 

5 高运奎 5,249,908 1.50% 流通股 

6 隋延波 4,977,545 1.43% 流通股 

7 来一飞 4,468,800 1.28% 流通股 

8 孔德龙 3,647,193 1.04% 流通股 

9 李恕华 3,114,146 0.89% 流通股 

10 杨玉清 2,988,870 0.86% 流通股 

合计 84,950,075 24.33% -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10 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1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104,738,998.00 23.08 流通股 

2 宋斌 25,704,287.00 5.66 流通股 

3 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7,755,800.00 3.91 流通股 

4 杨龙忠 9,217,440.00 2.03 流通股 

5 
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7,826,086.00 1.72 流通股 

6 高运奎 5,249,908.00 1.16 流通股 

7 隋延波 4,977,545.00 1.10 流通股 

8 来一飞 4,365,100.00 0.96 流通股 



3-1-1-17 

9 孔德龙 3,647,193.00 0.80 流通股 

10 李恕华 3,114,146.00 0.69 流通股 

合计 186,596,503.00 41.11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104,738,998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36,342,028.00 10.41% 104,738,998.00 141,081,026.00 31.08%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312,787,967.00 89.59% - 312,787,967.00 68.92% 

合计 349,129,995.00 100.00% 104,738,998.00 453,868,993.00 100.00%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高管锁定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49,129,995.00 股。山东国惠未持有圣阳股份股

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104,738,998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山东国惠

持有圣阳股份 23.08%的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省国资委直接持有山东

国惠 100.00%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32.33%。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相应降低，财务结构更

为稳健、更趋合理；同时，公司资金实力有所提升，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将为

公司后续业务扩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导致

公司业务结构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营运资金得到补充，有利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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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持续发展。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山东国惠将根据上市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治理规则，择机提请召开上市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改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届时，在上市公司董事会

保持现有 9 名董事席位情况下（含 3 名独立董事），山东国惠拟推荐 4 名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及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时根据相关规定，改组上市公司监事会；

并推荐聘任山东国惠人员担任财务总监。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选任最终以股东

大会选举结果为准。 

对管理层构成的推荐计划，有助于加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持续稳定经

营，并稳定山东国惠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该计划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

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五）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发行人与山东国惠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交易和业务往来。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山东国惠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山东国惠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非公开发行本身构成关联交易。

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山东国惠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保障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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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均经均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18JNA20010 号、

XYZH/2019JNA20046 号、XYZH/2020JNA20020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129,365.49 137,835.09 133,227.05 140,936.51 

非流动资产       54,249.61 53,313.46 58,037.10 62,252.46 

资产总额     183,615.10 191,148.55 191,264.15 203,188.98 

流动负债       42,581.72 48,489.29 49,039.32 61,245.07 

非流动负债       16,788.98 20,131.14 21,775.14 23,194.07 

负债总额       59,370.70 68,620.43 70,814.46 84,439.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244.40 122,528.12 120,449.69 118,749.8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122,275.03 120,584.57 118,548.24 117,027.2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2,011.96 185,654.54 183,555.96 170,646.83 

营业利润 2,528.26 2,489.70 1,770.09 3,442.52 

利润总额 2,481.65 2,556.24 1,814.46 3,519.77 

净利润 2,623.32 2,423.65 1,759.56 3,164.90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597.50 2,359.08 1,615.94 3,116.8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88.24 15,879.06 -2,830.16 2,2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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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89.67 -2,616.64 -1,809.54 -409.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30.89 -2,894.94 -11,277.86 -7,849.87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 275.36 22.28 375.09 -302.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0,184.16 10,389.75 -15,542.48 -6,266.68 

（四）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 3.04  2.84 2.72 2.30 

速动比率 2.33  2.38 2.17 1.8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32.61  36.14 37.04 42.0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32.33  35.90  37.02  41.56 

每股净资产（元/股） 3.56  3.51  3.40  3.35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81 2.58  2.47  2.40 

存货周转率（次） 3.65 6.15  5.85  5.9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3 0.45 -0.08 0.06 

每股现金流量（元） -0.29 0.30 -0.44 -0.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7 0.07 0.05 0.09 

稀释 0.07 0.07 0.05 0.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2.12 1.97 1.37 2.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4 0.02 0.01 0.05 

稀释 0.04 0.02 0.01 0.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1.21 0.65 0.35 1.46 

注：1、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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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账面余额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进行计算 
2、2020 年 1-9 月的周转率未年化 

（五）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1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0.75 22.11 7.73 0.80 

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

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62.54 1,830.59 1,368.55 1,338.13 

3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0.53 28.18 

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46.25 -57.57 - 235.75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46.61 66.54 44.37 31.67 

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6.86 279.33 213.02 243.25 

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5 -1.15 -0.61 -2.82 

合计 1,117.52 1,583.49 1,208.77 1,394.10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资产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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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9.30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129,365.49 70.45% 137,835.09 72.11% 

非流动资产 54,249.61 29.55% 53,313.46 27.89% 

资产总额 183,615.10 100.00% 191,148.55 100.00%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133,227.05 69.66% 140,936.51 69.36% 

非流动资产 58,037.10 30.34% 62,252.46 30.64% 

资产总额 191,264.15 100.00% 203,188.98 100.00% 

截至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 9 月末，发行人资产总额

分别为 203,188.98 万元、191,264.15 万元、191,148.55 万元和 183,615.10 万元。

资产结构上，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截至 2017 年末、

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 9 月末，发行人的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

别为 69.36%、69.66%、72.11%和 70.45%。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42,581.72 71.72% 48,489.29 70.66% 

非流动负债 16,788.98 28.28% 20,131.14 29.34% 

负债总额 59,370.70 100.00% 68,620.43 100.00%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49,039.32 69.25% 61,245.07 72.53% 

非流动负债 21,775.14 30.75% 23,194.07 27.47% 

负债总额 70,814.46 100.00% 84,439.14 100.00% 

截至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 9 月末，发行人负债总额

分别为 84,439.14 万元、70,814.46 万元、68,620.43 万元和 59,370.70 万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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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公司负债结构以流动负债为主，报告期各期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

分别为 72.53%、69.25%、70.66%和 71.72%。 

（三）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40、2.47、2.58 和 1.81，存货周转

率分别为 5.92、5.85、6.15 和 3.65，公司业务运营效率较高。 

（四）盈利能力分析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9 月，发行人销售毛利率分别

为 18.24%、16.06%、18.99%和 21.43%，均处于较高水平。 

（五）偿债能力分析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 9 月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2.30、

2.72、2.84 和 3.04；速动比率分别为 1.88、2.17、2.38 和 2.33。报告期内，流动

比率和速动比率总体均呈上升的趋势，均保持较高水平，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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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94,368,070.56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

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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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审批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前已经报备会后事项承诺函。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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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3、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山东国惠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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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

案，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山东国惠发行后成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山东国

惠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山东国惠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5、山东国惠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是其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

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包

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也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结构化

融资等情形；不存在委托股份、信托持股等特殊利益安排情形。 

二、上市推荐意见 

国泰君安认为，圣阳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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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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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发行人律师山东众成清泰（济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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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

效。 

2、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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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过程涉

及的有关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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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具

备相应主体资格。



28 

第八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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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

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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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协办人（签字）：                

                   尹柏元 

 

 

保荐代表人（签字）：                                    

                        赵钟洪              刘小东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签字）：                

         贺  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0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及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及上

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及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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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马士彬                   胡友斌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耿国玉 

   

 

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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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

况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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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毕  强                燕  进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叶韶勋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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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

况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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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毕强                  燕进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叶韶勋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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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3、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20JNAA20012】

号和【XYZH/2020JNAA20013】号《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40 号）；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地点 

上市公司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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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