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2020-088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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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64,484,790股
发行价格：4.78元/股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序号
1
2
3
4
5
6
7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20,920,503 100,000,004.34
杨国梁
10,460,251
49,999,999.7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68,200
39,999,996.00
林萌
6,276,150
29,999,997.00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君宜共享
6,276,150
29,999,997.00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晨融柒
6,276,150
29,999,997.00
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淄博驰泰诚运
5,907,386
28,237,305.08
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64,484,790 308,237,296.20

（三）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上述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已就股份锁定安排出具承诺，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
不得转让，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四）预计上市时间
2020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已受理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
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20年12月23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
书》等相关公告文件。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三维工程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0 年 4 月 29 日，三维工程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关于<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6 月 29 日，三维工程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调整后）的议案》、《关于<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
于公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8 月 10 日，三维工程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
整后）的议案》、《关于<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10 月 12 日，三维工程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后）的议案》、
《关
于<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山东人和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淄博盈科嘉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和《公司与淄博盈科嘉仁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
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三维工程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后）的议案》、《关于<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山东人和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淄博盈科嘉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和《公司与淄博盈科嘉仁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
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
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建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28 号）。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止，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共计 308,237,296.20 元
缴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一创投行指定的账户，大华出具了《验证报告》
（大华验字[2020]000771 号）。
2020 年 12 月 9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资金扣除证券
发行承销费及财务顾问费后的余额 296,237,296.20 元划转至三维工程指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内。

2020 年 12 月 10 日，大华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0]000772 号），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9 日止，三维工程本
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4,484,79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78 元，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308,237,296.20 元 ， 扣 除 各 项 发 行 费 用 （ 不 含 税 ）
14,636,874.3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93,600,421.8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64,484,790.00 元，余额计 229,115,631.89 元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
认书》，确认已受理公司向人和投资、杨国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林萌、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君宜共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晨鸣（青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晨融柒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驰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淄博驰泰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计 7 名特定对象
合计非公开发行 64,484,790 股股票的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
前述 7 名特定对象将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完成后，三维工程的总股本变更为 648,862,630 股。
5、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开户银行
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其中，人和投资（公司控股股东）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但接受

其他发行对象的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3、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共计 64,484,790 股，
募集资金总额 308,237,296.20 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数量，且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
4、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4.78 元/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 年 12 月 1 日），本次发行股票的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4.50
元/股。
5、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或特快专递的方式向符
合条件的 64 家机构及个人投资者发送了《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
（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前述 64 名发送对象包括：截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的 11 名（不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截至
2020 年 12 月 2 日（T-1 日）提交认购意向函的 18 名投资者；基金公司 20 家、
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公司 5 家。上述情况已经发行人律师锦天城见证。
其中，自本次发行方案报备中国证监会（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本次发行
前（2020 年 12 月 2 日），部分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愿，为推动本次发行顺
利完成，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特申请在之前报备的《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非公开发行股票拟
询价对象名单》基础之上予以增加，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2

林萌
深圳得壹投资有限公司

经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锦天城核查，上述投资者符合《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
《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股
东大会关于发行对象的相关规定，具备认购资格。同时，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
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
股份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相关信息。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内
容和发送范围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
发行相关决议的要求。
（2）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12:00，在锦天城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
收到 8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及相关资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及时提交了相关申购文件。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名称

1

林萌

2

上海纽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君宜
共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6
7
8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晨
融柒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杨国梁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淄博驰泰
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作）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驰泰鑫富
定增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价格
（元/股）
4.79
4.7
4.6
4.55
5.5
5
4.5
5.21
4.91
4.5

申购金额
（万元）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4,000
4,000

是否有
效申购
是

5.3

3,000

是

4.8

5,000

是

4.78

8,000

是

4.78

3,000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上述 8 名投资者均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 12:00 前向主承销商指定银行账户
划付了申购保证金。

（3）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78 元/股，发行股数
为 64,484,790 股，募集资金总额 308,237,296.20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7 名（含公司控股股东人和投资），具体配售结果
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20,920,503 100,000,004.34
杨国梁
10,460,251
49,999,999.7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68,200
39,999,996.00
林萌
6,276,150
29,999,997.00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君宜共享
6,276,150
29,999,997.00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晨融柒
6,276,150
29,999,997.00
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淄博驰泰诚运
5,907,386
28,237,305.08
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64,484,790 308,237,296.20

根据《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的原则”的规定，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在拟申购投资者的申购金额范围内，以股份分配取整的原则调
整投资者的获配数量后形成最终配售结果。其中，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淄博驰泰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效申购金额为 80,000,000
元，根据“价格优先原则”，淄博驰泰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获
配金额为 28,237,305.08 元。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
细则》、《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6、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08,237,296.2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
14,636,874.3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3,600,421.89 元。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最终获配对象总计 7 名，具
体为：人和投资、杨国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林萌、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君宜共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
晨融柒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淄博驰
泰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发行对象中，人和投资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并需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颁布的关于股份减持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56680723898

住所

临淄区炼厂中路 15 号

法定代表人

曲思秋

成立日期

2007-10-23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不含消费储值及类似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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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梁
姓名

杨国梁

身份证号码

370121********755X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

（3）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04041011J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伟

成立日期

1991-04-09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
）；证券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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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黄金等贵金属现货
合约代理业务；黄金现货合约自营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
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4）林萌
名称

林萌

身份证号码

H10****7400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 号

（5）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君宜共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1793589N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黎骅

成立日期

2014-07-29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及其它限制项目）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
管理（理财产品须通过信托公司发行，在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
现第三方银行托管）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
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

（6）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晨融柒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名称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MA3C9EJ52C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 号 9 号楼 701

法定代表人

郝筠

成立日期

2016-04-2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以上未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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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淄博驰泰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名称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511527513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 号第 6 层 04A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钱明飞

成立日期

2015-08-12

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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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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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私募投资基金需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本次
发行获配的 7 名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对象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君宜共享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青岛晨融柒号
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参与认购，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
的淄博驰泰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认购，上述私募基金管理人
及其参与认购的产品均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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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人和投资、杨国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林萌均以自有资
金参与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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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
登记备案范围，无需履行相关备案程序。

4、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除人和投资外，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前述主体关联方的情
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接受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
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5、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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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
要求，本次三维工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项目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
专业投资者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 C3、C4、C5 的普通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并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及《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提交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材料，经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核查：人和
投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晨鸣（青岛）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杨国梁和林萌
属于普通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均为 C4。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与上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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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6、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人和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 6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关
联关系。
7、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人和投资最近一年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除人和投资外，本
次发行其他 6 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

8、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目前，本次发行包括人和投资在内的 7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无未来交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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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10 层
法定代表人：王芳
电话：010-63212001
传真：010-66030102
经办人：武凯华、陈兴珠、王宏全
2、法律顾问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层
事务所负责人：顾功耘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经办律师：王蕊、靳如悦、陈静
3、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电话：010-58350087

传真：010-58350006
签字注册会计师：殷宪锋、王鹏练
4、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电话：010-58350087
传真：010-58350006
签字注册会计师：殷宪锋、王鹏练
二、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1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曲思秋
孙波
李祥玉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基
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范西四
王春江
淄博朗晖商贸有限公司
高勇
李建波
合计

2
3
4
5
6
7
8
9
10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16,275,035
14,895,000
9,073,500
7,665,000

19.90
2.55
1.55
1.31

7,116,000

1.22

4,880,295
4,276,500
3,400,000
3,360,000
3,157,587
174,098,917

0.84
0.73
0.58
0.57
0.54
29.79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1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曲思秋
杨国梁
孙波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祥玉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
夏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林萌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君宜共享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晨融柒
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2
3
4
5
6
7
8
9
10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37,195,538
14,895,000
10,460,251
9,073,500
8,715,850
7,665,000

21.14
2.30
1.61
1.40
1.34
1.18

7,116,000

1.10

6,276,150

0.97

6,276,150

0.97

6,276,150

0.97

213,949,589

32.97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增加 64,484,790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9,560,312

18.75

64,484,790

174,045,102

26.82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4,817,528

81.25

-

474,817,528

73.18

股份总数

584,377,840

100.00

64,484,790

648,862,630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
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加了公司的自有资金，既
能壮大公司的资本实力、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又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

3、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
费用等交易税费，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4、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
公司治理无实质性影响。
5、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未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6、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形。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三、独立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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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一创投行全程参与了三维工程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工作。一创投行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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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及《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符合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
有效。

4、除发行人控股股东人和投资外，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不包括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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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发行人控股股东人和投资外，独
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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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
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四、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律师锦天城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
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及《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