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份简称：均信担保         股份代码：430558       公告编号：2014-005 

 

 

 

 

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4号楼世泽路689号） 

股票发行方案 

 

 

主办券商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二〇一四年三月 

 

  



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2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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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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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均信担保 

证券代码：430558 

注册地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4号楼世泽

路689号 

邮政编码：150028 

联系电话：0451-88084906 

传真号码：0451-88084905 

法定代表人：李明中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张建华 

电子邮箱：zjh.0451@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hrbjunxin.com 

二、 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专注于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独特的市场定位使公司有着较大

的发展空间。受益于国家政策推动和小微企业固有的巨大担保需求，公司根据业

务发展需要，及时扩充资本金，提高营运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将主

要用于补充担保业务资本金，继续扩展和完善业务布局，扩大担保规模和覆盖面。 

（二）发行对象范围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方案 

1、发行对象范围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范围为： 

a. 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 

b. 非公司在册股东中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c.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

织。 

其中，新增法人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http://www.hrbjun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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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新增自然人投资者需满足条件： 

（1） 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

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2） 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

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符合 b、c 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拟发行不超过 1 亿股（含 1 亿股），其中，拟向股权登记日（2014

年 3 月 24 日）在册股东（在册股东）配售 7000 万股，向新增投资者配售 3000

万股。 

每个在册股东按其股权登记日持股比例确定相应的配售上限，在册股东可在

其配售上限内认购，认购下限为 5 万股（对应认股价款 8.9 万元），并于指定日

期（缴款日，2014 年 4 月 10 日）前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逾期视为自

动放弃，不需另行签署放弃承诺书。 

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的股份和新增投资者认购不足的股份（合称剩余数

量），可由拟申请增加配售的在册股东优先认购。若申请增加的数量小于剩余数

量，则拟申请增加数量可以全部满足；若申请增加的数量大于剩余数量，则按照

拟申请增加配售的在册股东其相对持股比例进行认购。 

3、新增投资者的认购安排 

新增投资者应于指定日期（缴款日）前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在册

股东经优先配售和增加配售后认购不足的部分可由新股东进行认购。新增投资者

认购下限为 100 万股（对应认股价款 178 万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8 元，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归属

于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65.97 万元。本次股票发行前每股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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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1 元，摊薄前的静态市盈率为 12.71 倍。本次股票发行后，摊薄的每股收益

为 0.0989 元，摊薄的静态市盈率为 18.00 倍。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参考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净利润、市盈率及公

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价格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

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 亿股（含 1 亿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8 亿

元（含 1.78 亿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3 年度分红预案为，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0,290,000.00 股为基数，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6 元（含税），尚需得到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方可实

施。 

如果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登记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情况，发行

数量和发行价格不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其他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情形，对公司股价无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新

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无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可以一次性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担保业务资本金。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3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659,666.23 元。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34,076,436.42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8,990,095.15 元，减去 2013 年度提取的法

定公积金 3,407,643.64 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39,658,887.93 元，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拟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0,290,000.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1.06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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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0,740.00 元，实施 2013 年度分红后的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入下一年度，由

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尚

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本次发行涉及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应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取得黑龙江省

金融办公室的批复，并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担保业务资本金，有利于促进公司担保业

务的正常发展，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

展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

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经审计，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33,253.23 

万元，对应的每股净资产为 1.38 元。本次发行价格为 1.78 元/股，发行价格高于

1.38 元，本次发行后将增加公司其他股东（原股东）的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未消除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没有

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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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办券商: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联系电话：010-66568380 

传真：010-66568390 

项目经办人：邹大伟 吴鹏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崔炳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号建外 SOHO 东区 A 座 31 层 

联系电话： 0755-82531588 

传真：0755-82531555 

项目经办人：叶兰昌  楼永辉 

（三）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杨池生 

地址：北京市东坡区大羊宜宾胡同 31 号院 2 楼 312 号 

联系电话：010-51716869 

传真：010-51716869 

项目经办人：吴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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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李明中  刘诚跃  许克昆 

                                       

赵 磊  张涛轩   

 

全体监事签字： 

                                                        

周丽华  冯明秀  张 悦 

                                       

宫雨丰  曲 迪   

 

高级管理人员： 

                                                        

李明中  王焕文  叶 沛 

                      

张建华     

 

 

 

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