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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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天图物流、股份公司 指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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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 指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

次股票定向发行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君泽（深圳）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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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天图物流 

证券代码 835106 

主办券商 安信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120,76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5,0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135,760,000 

发行价格（元） 6.5 

募集资金（元） 97,500,000 

募集现金（元） 97,5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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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发行人应当按

照《公众公司办法》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决议中明确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二节之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前在册的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不

涉及现有股东存在优先认购安排的情况。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1 郑琼泰 15,000,000 97,5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合计 - 15,000,000 97,5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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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

代持的情形。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金额达到预计募集金额。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1.法定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不属于按照《公司法》以及全国股转系统有关规定的要求应

当进行限售的情形。 

2.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均未作出自愿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为了保障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管理的使用的合法合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账户名称：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629184995050 

开户银行：江西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20900296200038 

公司本次发行属于确定对象的定向发行，根据《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认购缴款期为 2020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2020 年 12 月 21 日，认购人已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本次定

向发行已完成认购。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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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月 22 日，公司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一）三方监管协议；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二）三方监管协议。两份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

协议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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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不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本次股票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审

批程序。 

公司不属于外资企业，不需要履行外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不属于金融企业，不需要履行金融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2、发行对象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的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系自然人投资者，为中国国籍，不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

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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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广东天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2,640,000 43.5906% 0 

2 姜绪荣 14,687,834 12.1628% 0 

3 吴泽友 14,110,000 11.6843% 11,332,500 

4 深圳弘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20,000 4.9851% 0 

5 北京阳光盛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4,900,000 4.0576% 0 

6 东莞市泓德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600,000 2.9811% 0 

7 黄接平 3,400,000 2.81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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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东大周一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231,000 2.6756% 0 

9 吴小平 2,895,900 2.3981% 0 

10 陈礼浩 2,507,000 2.0760% 0 

合计 107,991,734 89.4267% 11,3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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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天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2,640,000 38.7743% 0 

2 郑琼泰 15,000,000 11.0489% 0 

3 姜绪荣 14,687,834 10.8190% 0 

4 吴泽友 14,110,000 10.3933% 11,332,500 

5 深圳弘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20,000 4.4343% 0 

6 北京阳光盛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4,900,000 3.6093% 0 

7 东莞市泓德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600,000 2.6517% 0 

8 黄接平 3,400,000 2.5044% 0 

9 广东大周一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231,000 2.3799% 0 

10 吴小平 2,895,900 2.1331% 0 

合计 120,484,734 88.7482% 11,332,500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本次发行对象郑琼泰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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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55,417,500 45.8906% 55,417,500 40.820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40,000 0.0331% 40,000 0.0295% 

3、核心员工 205,600 0.1703% 205,600 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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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65,096,900 53.9060% 80,096,900 58.9989%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09,307,500 90.5163% 124,307,500 91.5642%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1,332,500 9.3843% 11,332,500 8.3475%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20,000 0.0994% 120,000 0.0884% 

3、核心员工 0 0.0000% 0 0.0000% 

4、其它 0 0.0000% 0 0.000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1,452,500 9.4837% 11,452,500 8.4358% 

总股本 120,760,000 100% 135,760,000 100% 

注：实控人任董监高，其股份数量计入实控人，不计入董监高；核心员工任董监高的，

其股份数量就计入董监高，不计入核心员工。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53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54人。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54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97,500,000 元，公司货币资金增加 97,500,000 元，

流动资产及总资产均增加 97,500,000元，股本增加 15,000,000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

907,358.49 元（不含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54,441.5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6,592,641.51元，资本公积增加 81,592,641.51元。与本次发行前相比，公司的总资产、

净资产规模得到相应提高，流动资金得到补充，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

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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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仓储物流及供应链管理业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仍为仓储物流及供应链管理业务。 

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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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

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本次发行前后，未发生控制权变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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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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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泽友 董事长、总经

理 

14,110,000 11.6843% 14,110,000 10.3933% 

2 曾秋影 监事 120,000 0.0994% 120,000 0.0884% 

3 龚辉 监事会主席 40,000 0.0331% 40,000 0.0295% 

4 罗富锦 核心员工 117,000 0.0969% 117,000 0.0862% 

5 沈华 核心员工 33,600 0.0278% 33,600 0.0247% 

6 李可可 核心员工 20,000 0.0166% 20,000 0.0147% 

7 吴熙梅 核心员工 10,000 0.0083% 10,000 0.0074% 

8 任丽丽 核心员工 10,000 0.0083% 10,000 0.0074% 

9 吴红云 核心员工 10,000 0.0083% 10,000 0.0074% 

10 刘博军 核心员工 5,000 0.0041% 5,000 0.0037% 

合计 14,475,600 11.9871% 14,475,600 10.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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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0.23 0.06 0.05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91 1.97 2.47 

资产负债率 64.25% 69.79% 62.42%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形。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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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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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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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泽友 

 

 

盖章： 

 

 

              年         月        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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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2020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五）股票发行认购合同； 

（六）募集资金专户（一）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二）三方监管协议；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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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 

（八）《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新股 1500万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0）0008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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