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08 

- 1 -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湘滨路1398号 

 

 

 

 

 

 

 

 

 

主办券商:中金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8层 

2022年4月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08 

- 2 - 
 

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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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李  涛                        赵晓波                     黄贤清 

 

 

                                                                         

项永旺                        李珊瑚                     姜  黎 

 

 

                                                                             

严  义                        徐晓刚                     鲍宗客 

全体监事签名： 

 

                                                                          

王琪敏                         陈婷婷                      李玉红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李  涛                         黄贤清                      赵晓波 

 

                      

江腾飞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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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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临三维、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相关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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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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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发行说明书、发行说明书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

发行说明书》 

本次定向发行、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

行 
指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

者定向发行股票 

中金公司、主办券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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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先临三维 

证券代码 830978 

主办券商 中金公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所属行业 

制造业（C）-专用设备制造业（C34）-通

用设备制造（C349）-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90） 

主营业务 

公司专注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高精度 3D数字

化软硬件技术，主要从事齿科数字化和专

业 3D扫描设备及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325,8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46,0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71,800,000 

发行价格（元） 10.00 

募集资金（元） 460,000,000.00 

募集现金（元） 460,0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是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数量为 46,000,000股，发行价格为

10.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60,000,000.00 元，均为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对象对

其认购的新增股份自完成登记之日起自愿限售 12 个月。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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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公司发行股票，以现金认购的，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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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权。” 

因此，本次定向发行对现有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7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厦门源

峰股权

投资基

金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私募

基金

管理

人或

私募

基金 

15,000,000 150,000,000.00 现金 

2 深圳和

谐成长

三期科

技发展

股权投

资基金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私募

基金

管理

人或

私募

基金 

10,000,000 100,000,000.00 现金 

3 江苏国

寿疌泉

股权投

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在册

股东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私募

基金

管理

人或

私募

基金 

7,000,000 70,000,000.00 现金 

4 乐普

（北

京）医

疗器械

股份有

限公司 

在册

股东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普通

非金

融类

工商

企业 

5,000,000 50,000,000.00 现金 

5 李成火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4,000,000 40,000,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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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 

6 方正证

券投资

有限公

司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其他

企业

或机

构 

3,000,000 30,000,000.00 现金 

7 杭州臻

立投资

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私募

基金

管理

人或

私募

基金 

2,000,000 20,000,000.00 现金 

合计 - - 46,000,000 460,000,000.00 -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①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0 年 9月 4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总额：1,688,7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LME77M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 1692号万翔国际商务中心 2号

楼北楼 406-6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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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基金编号为 SLX842，备案时间为 2020年 9月 18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登记编号为 P1067897，登记

时间为 2018年 4月 2日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苏州街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厦门源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开通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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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深圳和谐成长三期科技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9 年 3月 15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总额：1,976,4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精创智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HNP8XE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裕社区新安六路御景湾花园 1栋 402-7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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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基金编号为 SGU125，备案时间为 2019年 7月 24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09年 1月 7日，登记编号为 P1000758，登记时

间为 2014年 4月 9日 

根据申万宏源北京紫竹院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深圳和谐成长三期科技发展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开通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 

③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9 年 12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总额：5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寿（江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MA20PTWC8Y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36号 201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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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基金编号为 SJZ124，备案时间为 2020年 4月 17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国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登记编号为 P1033329，登记

时间为 2016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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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金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已开通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 

  ④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6月 11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180,458.1117万元 

法定代表人：蒲忠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000084768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超前路 37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医疗器械及其配件；医疗器械及其配件的技术开发；提供自产

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上述产品的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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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系 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300003。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昌崔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乐普（北

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已开通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 

  ⑤李成火，身份证号为 3301211961****，居住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区**镇**村**号。 

证券账号：0034828238，合格投资者类型：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李成火，男，1961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33012119611125****，住所为杭州市萧山区***，2002年至今在杭州天瑞印染有限公司任

职，现任杭州天瑞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除上述外，李成火投资了宁波保税区敏

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凯风惠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志方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企业。 

李成火于 2021年 11月 23日买入先临三维股票而成为发行人股东，根据《全体证券

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1年 11月 24日），李成火系发行人在册股东。 

  ⑥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8月 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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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尹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06647317R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号院 13号楼二层 208室 

经营范围：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股权

等另类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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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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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系 A 股上市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01）

的全资子公司，为《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一批）》

中公示的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 

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大街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已开通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 

  ⑦杭州臻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8 年 8月 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总额：2,01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臻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CDL0G0A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1 号 167室-6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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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基金编号为 STB668，备案时间为 2021年 11月 15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浙江臻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登记编号为 P1033091，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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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016年 8月 24日。 

根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杭州臻立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开通股转二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且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

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的确认，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代持股等

情形，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的股权纠纷。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及《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本次发行对象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李成火系发行人在册股东，本次发行对象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发行人在册股东天津源峰磐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均为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董事姜黎系由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提名。除上述外，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其董监高、主要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金额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厦门源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15,000,000 15,000,000 0 15,000,000 

2 深圳和谐成长

三期科技发展

10,000,000 10,000,000 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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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 江苏国寿疌泉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7,000,000 7,000,000 0 7,000,000 

4 乐普（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0 5,000,000 

5 李成火 4,000,000 4,000,000 0 4,000,000 

6 方正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000 0 3,000,000 

7 杭州臻立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0,000 2,000,000 0 2,000,000 

合计 46,000,000 46,000,000 0 46,000,000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次发行

对象对其认购的新增股份自完成登记之日起自愿限售 12个月。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次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

案》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 11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两项议案。公司

已对本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设立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在本次定向发行认购股票前，公司已设立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项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1、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闻堰支行 

户名：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闻堰支行 

账号：19082201040088887 

2、 中国银行萧山分行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08 

- 14 - 
 

户名：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萧山支行 

账号：375380521162 

3、 杭州银行萧山支行 

户名：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杭州银行萧山支行 

账号：3301040160019288805 

4、 江苏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户名：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江苏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账号：33210188000150749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2年 4月 15日，公司、主办券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

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实行共同监管。 

 

(八) 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根据《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本次募

集资金将使用于齿科数字化技术升级及研发项目、专业 3D扫描技术升级及研发项目、高

精度 3D数字化技术与核心器件、关键算法研发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已以自筹资金进行研发项目开展，待募集资金可以使用后，公司将履行有关决策程序

及披露义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九)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 2021年 11月 24日（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共有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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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册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累计超过 200 人，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准。 

2022年 3月 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编号：证监许可〔2022〕530号），本次定向发行已通过中国证

监会核准。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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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外资企业，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中亦不包含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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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盛控股有

限公司 

62,734,064 19.26% 0 

2 李涛 26,752,310 8.21% 21,564,233 

3 江苏国寿疌泉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8,750,000 5.76% 0 

4 万向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4.60% 0 

5 李诚 14,616,126 4.49% 10,962,095 

6 黄贤清 7,563,000 2.32% 5,937,750 

7 天津源峰磐睿企

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7,000,000 2.15% 0 

8 赵晓波 6,116,000 1.88% 4,812,000 

9 徐鹤勇 6,002,000 1.84% 0 

10 乐普（北京）医

疗器械股份有限

6,000,000 1.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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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合计 170,533,500 52.34% 43,27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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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盛控股有

限公司 

62,734,064 16.87% 0 

2 李涛 26,752,310 7.20% 21,564,233 

3 江苏国寿疌泉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5,750,000 6.93% 7,000,000 

4 万向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4.03% 0 

5 厦门源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0,000 4.03% 15,000,000 

6 李诚 14,616,126 3.93% 10,962,095 

7 乐普（北京）医

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11,000,000 2.96% 5,000,000 

8 深圳和谐成长三

期科技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2.69% 10,000,000 

9 黄贤清 7,563,000 2.03% 5,937,750 

10 天津源峰磐睿企

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7000000 1.88% 0 

合计 195,415,500 52.56% 75,464,078 

 

上述列表中，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对比情况是以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为基准。发行后的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 2021 年 11 月 24 日的股东

持股情况以及本次发行的情况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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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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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75,429,489 23.15% 75,429,489 20.29%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186,876 0.06% 186,876 0.05% 

3、核心员工 5,344,845 1.64% 5,344,845 1.44% 

4、其它 191,282,086 58.71% 191,282,086 51.45% 

合计 272,243,296 83.56% 272,243,296 73.22% 

有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43,776,078 13.44% 43,776,078 11.77%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4,580,626 1.41% 4,580,626 1.23% 

3、核心员工 5,200,000 1.60% 5,200,000 1.40% 

4、其它 0 0% 46,000,000 12.37% 

合计 53,556,704 16.44% 99,556,704 26.78% 

总股本 325,800,000 100.00% 371,80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935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4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

数为1,939人。 

本次股票发行前，截至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11月 24日），

公司股东人数为 1,935 名；以股权登记日（2021 年 11 月 24 日）为本次定增股东人数的

变动基准日，因本次股票发行而新增股东 4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1,939

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460,000,000.00元，公司货币资金、注

册资本及资本公积相应增加，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得到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

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为稳健，公司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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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齿科数字化和专业3D扫描设备及软件的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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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销售。公司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3D数字化技术企业，推动高精度3D数字化

技术的普及化应用。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齿科数字化技术升级及研发项目、专业3D扫描

技术升级及研发项目、高精度数字化技术与核心器件、关键算法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本

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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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杭州永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62,734,064 股，占比

19.26%。本次发行后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杭州永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62,734,064股，

占比 16.87%。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诚、李涛、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合计控制公司

119,205,56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9%。本次发行后，共同实际控制人李诚、李涛、

黄贤清、赵晓波、江腾飞的持股数量不变，合计控制公司股份比例为 32.06%，仍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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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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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涛 董事长、总

经理 

26,752,310 8.21% 26,752,310 7.20% 

2 黄贤清 董事、财务

总监、董事

会秘书 

7,563,000 2.32% 7,563,000 2.03% 

3 赵晓波 董事、技术

总监 

6,116,000 1.88% 6,116,000 1.64% 

4 江腾飞 副总经理 1,424,067 0.44% 1,424,067 0.38% 

5 王琪敏 监事 4,046,000 1.24% 4,046,000 1.09% 

6 李玉红 监事 721,502 0.22% 721,502 0.19% 

7 207名核

心员工 

核心员工 10,544,845 3.24% 10,544,845 2.84% 

合计 57,167,724 17.55% 57,167,724 15.38%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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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6 0.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02 1.09 2.24 

资产负债率 52.14% 51.12% 32.38% 

注：“本次股票发行前 2020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基于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的天健审（2021）第 638 号《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

告》中财务数据。“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依据“本次股票发行前 2020

年度”数据，考虑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情况计算得出，其中募集资金以总额口径计算。 

三、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1-085）自 2021

年 11月 12日首次公告后，公司共对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 3次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1、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公告披露《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

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1-088）。公司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先临三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信息披露阶段的反馈意见》，对于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

行修订及补充披露。 

2、2021年 12月 30日，公司公告披露《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

明书（第二次修订稿）》（公告编号：2021-090）。公司根据全国股转公司融资并购部《关

于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一次反馈意见》，对于定向发行说明

书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补充修订及披露。 

3、2022 年 3 月 18 日，公司公告披露《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

明书（第三次修订稿）》（公告编号：2022-005）。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先临三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对于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

进行进一步补充修订及披露。 

上述对定向发行说明书的修订均不涉及本次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

金用途等内容的改变，相关发行事项无重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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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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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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李  诚                         李  涛                       黄贤清 

 

 

                                                       

赵晓波                          江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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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备查文件 

（一）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 

（五）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六）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七） 《验资报告》； 

（八）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九） 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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