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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华测检测、公司、本公司 指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9,200 万股（含 9,200 万股）A 股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保荐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方案》 指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方案》 

《认购邀请书》 指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邀请书》 

《缴款通知书》 指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缴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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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发行与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创业板非公开发行指南》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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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 指 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记名式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股东大会 指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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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时间 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5年7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8月12日 

公司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人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6年4月11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5月5日 

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确定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以201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1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2015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5月

20日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4,600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9,200万股。 

2016年5月13日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非公开发行的申请。 

2016年8月1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测检测认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150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200万股新股。 

2016年8月12日 
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发行人本

次发行有关的决议有效期延长6个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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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6年9月28日 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长江保荐的专用账户。 

2016年9月29日 
长江保荐在扣除保荐和承销佣金等相关费用后向华测检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6年9月30日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6〕

3-133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919,999,989.02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14,786,199.89 元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905,213,789.13元。 

股份登记情况：公司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本次发行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一）证券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二）发行数量：71,539,657 股，不超过 9,200 万股。 

（三）证券面值：1.00 元/股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1、发行底价的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定价原则是：发行价格不低于发

行期首日（2016年9月21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不低于11.13

元/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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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5日，公司2105年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383,208,746股为基数，

按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766,417,492股，并每10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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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共计38,320,874.60元。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派方

案已于2016年5月20日实施完毕。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

份数量上限由不超过4,600万股调整为不超过9,200万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仍为不

超过92,000万元。 

2、经竞价程序确定的实际发行价格 

公司和长江保荐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数

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以竞价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2.86元/

股。该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11.13元/股的比率为115.54%，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期首日（即2016年9月21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12.3661元/股的比

率为103.99%，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期首日（即2016年9月21日）前1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13.2803元/股的比率为96.84%。 

鉴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发行期首日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五）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情况 

1、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2016 年 9 月 23 日 9:00—12:00 为接受报价时间，经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共收到 23 份《申购报价单》，全部为有效申购报价单。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

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外，发行认购对象参与本次认购需缴纳保证金。在申

购截止时间前，需缴纳保证金的认购对象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中

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元） 

是否有

效申购 

1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0 184,000,008.00 是 

11.70 200,000,010.60 是 

11.14 210,000,006.3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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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人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元） 

是否有

效申购 

2 安徽建投嘉华投资有限公司 11.75 199,999,993.00 是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8 214,500,000.00 是 

4 九泰基金管理公司有限公司 

12.67 203,999,986.80 是 

12.64 367,999,948.80 是 

12.01 367,999,911.25 是 

5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3 191,600,000.00 是 

6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5 226,000,000.00 是 

11.25 367,000,000.00 是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0 186,000,000.00 是 

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2 189,618,000.00 是 

9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30 184,000,000.00 是 

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0 184,680,000.00 是 

1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5 365,462,040.00 是 

1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86 188,000,000.00 是 

13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66 184,203,000.00 是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3 292,999,833.60 是 

12.24 367,999,798.32 是 

15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9 185,999,995.65 是 

1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管） 
12.41 218,000,000.00 是 

11.75 248,000,000.00 是 

17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4 196,600,000.00 是 

12.63 229,600,000.00 是 

12.23 243,000,000.00 是 

1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00 184,080,000.00 是 

19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1 184,000,005.27 是 

11.40 211,999,997.40 是 

2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03 184,000,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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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人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元） 

是否有

效申购 

21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48 200,000,000.00 是 

12.58 210,000,000.00 是 

11.99 227,000,000.00 是 

22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00 184,000,000.00 是 

23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8 203,040,000.00 是 

2、簿记建档及定价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程序和规则，华测检测和长

江保荐对有效认购人的《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价格从高到低的顺序，

以获配对象不超过5名，且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9,200万股为限，找出使有效认购

资金总额达到或首次超过92,000万元时所对应的申报价格（未达到92,000万元的，

为最接近92,000万元时所对应的申报价格），并以此价格作为发行价格。 

在2016年9月23日12：00申购报价截止之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上述规则对认购人的有效申购进行了簿记建档，具体情况如下： 

申报价格

（元/股） 

该价格（及以上）的 

累计有效认购金额（元） 

若以该价格作为发行价

的发行股数（股） 

该价格（及以上）的 

有效认购家数（名） 

13.48 200,000,000.00 14,836,795 1 

13.30 384,000,000.00 28,872,180 2 

13.29 569,999,995.65 42,889,390 3 

13.00 753,999,995.65 57,999,999 4 

12.86 941,999,995.65 73,250,388 5 

12.67 1,145,999,982.45 90,449,880 6 

12.66 1,330,202,982.45 105,071,325 7 

12.65 1,556,202,982.45 123,019,998 8 

12.64 1,916,802,944.45 151,645,802 9 

12.63 2,242,802,778.05 177,577,417 10 

12.58 2,252,802,778.05 179,078,122 10 

12.41 2,470,802,778.05 199,097,725 11 



 

9 

申报价格

（元/股） 

该价格（及以上）的 

累计有效认购金额（元） 

若以该价格作为发行价

的发行股数（股） 

该价格（及以上）的 

有效认购家数（名） 

12.24 2,545,802,742.77 207,990,420 11 

12.23 2,559,202,742.77 209,256,152 11 

12.05 2,924,664,782.77 242,710,770 12 

12.03 3,300,264,782.77 274,793,071 14 

12.01 3,300,264,782.77 274,336,224 14 

12.00 4,039,024,790.77 336,585,399 18 

11.99 4,056,024,790.77 338,283,969 18 

11.75 4,286,024,783.77 364,768,066 19 

11.70 4,302,024,786.37 367,694,426 19 

11.61 4,486,024,791.64 386,393,177 20 

11.58 4,700,524,791.64 405,917,512 21 

11.40 4,728,524,783.77 414,782,875 21 

11.28 4,931,564,783.77 437,195,459 22 

11.25 5,072,564,783.77 450,894,647 22 

11.22 5,262,182,783.77 469,000,248 23 

11.14 5,272,182,779.49 473,265,958 23 

上述簿记建档结果显示，当申报价格为12.86元/股时，累计有效认购资金总

额之和达到941,999,995.65元，为有效认购资金总额达到或首次超过92,000万元时

所对应的申报价格，认购人的累计有效认购股票数量之和不超过9,200万股，认购

人数量不超过5名。 

因此，根据有效申购的簿记建档情况以及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2.86元/股。 

3、最终发行对象的配售情况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配

售规则，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和时间优先的规则对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

12.86元/股的5名有效认购人进行配售。 

根据上述步骤，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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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金额（元） 配售数量（股） 

1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9,999,993.14 15,552,099 

2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3,999,992.66 14,307,931 

3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5,999,992.72 14,463,452 

4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3,999,992.66 14,307,931 

5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6,000,017.84 12,908,244 

合计 919,999,989.02 71,539,657 

注： 

1、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最终获配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1）获配股数=获配对象承诺有效认购金额÷12.86元，小数点后的尾数舍去； 

（2）最终获配金额=12.86元×其获配股数。 

2、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询价对象最终获配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1）获配股数=（920,000,000-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最终获配金额合计）÷12.86

元，小数点后的尾数舍去； 

（2）最终获配金额=12.86元×其获配股数。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为919,999,989.02元，减除发行费用14,786,199.8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05,213,789.13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71,539,657.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人民币833,674,132.13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7,280,271元，累

计实收资本人民币837,280,271元。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 

根据《发行方案》以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配售规则，公司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最终确定了5名发行对象，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对象的股份认购情况具体



 

11 

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股数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信建投基金方信 24 号资产

管理计划 
15,552,099 

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

日起 12个

月内 

2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易方达资产吉富 3 号定向增发

资产管理计划 

2,795,956 

易方达资产吉富 4 号定向增发

资产管理计划 

1,911,353 

易方达资产吉富 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6,537,481 

易方达资产吉富 8 号定增优选

资产管理计划 

3,063,141 

3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申万菱信新毅创赢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4,463,452 

4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资本鼎鑫 2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4,307,931 

5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 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12,908,244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名  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3号楼1室 

法定代表人： 蒋月勤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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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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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竞争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3年9月9日 

2、名  称：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3号4004-44室 

法定代表人： 娄利舟 

注册资本： 12,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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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3年6月28日 

3、名  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11层 

法定代表人： 姜国芳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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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4年1月15日  

4、名  称：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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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峰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2013年5月22日 

5、名  称：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29-31楼 

法定代表人： 万放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

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

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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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5年5月27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其他的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

安排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

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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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承军 

保荐代表人：苏锦华、谈峰 

协办人：李大山 

其它项目组成员：周依黎、王茜、孙敏、汪晶、范圣洁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6号免税大厦25楼 

联系电话：0755-82763298 

联系传真：0755-82548088 

（二）公司律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高树 

经办律师：周燕、张鑫、刘从珍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香港中旅大厦22-23层 

联系电话：0755-83025555 

联系传真：0755-83025068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希文 

审计经办注册会计师：朱伟峰、赵国梁、龙海燕 

验资经办注册会计师：朱伟峰、龙海燕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9层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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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提供的登记数据，截止

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份性质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股份 

性质 

1 万里鹏 115,612,032 15.10% - 境内自然人 

2 万峰 99,417,160 12.98% 74,562,870 境内自然人 

3 郭冰 33,090,000 4.32% - 境内自然人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069,800 3.01% - 
基金、理财

产品等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22,338,609 2.92% - 
基金、理财

产品等 

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0,664,268 2.70% - 
基金、理财

产品等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17,307,800 2.26% - 
基金、理财

产品等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849,955 2.20% - 
基金、理财

产品等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1,142,336 1.46% - 
基金、理财

产品等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通乾研究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147,136 0.93% - 
基金、理财

产品等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10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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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股份 

性质 

1 万里鹏 115,612,032 13.81% - 
境内自然

人 

2 万峰 99,417,160 11.87% 74,562,870 
境内自然

人 

3 郭冰 33,090,000 3.95% - 
境内自然

人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069,800 2.76% - 
基金、理

财产品等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22,338,609 2.67% - 
基金、理

财产品等 

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0,664,268 2.47% - 
基金、理

财产品等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17,307,800 2.07% - 
基金、理

财产品等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849,955 2.01% - 
基金、理

财产品等 

9 
中信建投基金方信24号资

产管理计划 
15,552,099 1.86% 15,552,099 

基金、理

财产品等 

10 
申万菱信新毅创赢1号资产

管理计划 
14,463,452 1.73% 14,463,452 

基金、理

财产品等 

以上数据为截止 2016 年 9 月 14 日的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增加 71,539,657 股，万峰先生和万里鹏先生仍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以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股本结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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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

行数量（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流通股 677,552,587 88.48% - 677,552,587 80.92% 

流通 A 股 677,552,587 88.48% - 677,552,587 80.92% 

流通 B 股 - - - - - 

二、限售 A 股 88,188,027 11.52% 71,539,657 159,727,684 19.08% 

三、限售 B 股 - - - - - 

四、股份总数 765,740,614 100% 71,539,657 837,280,271 100%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有较大幅度增加：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

前提下，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905,213,789.13 元静态测算，并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已披露的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2016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为 1,408,605,627.22 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

益将增至 2,313,819,416.35 元，增加幅度为 64.26%；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将

从 25.24%下降至 17.19%。 

综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进一步增加，偿债能力得到一定

改善，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华东综合检测基地（上海）（一期）、华东检测

基地（苏州）（二期）、信息化系统及数据中心建设、基于稳定同位素的产品真

实和溯源性检测平台和高通量基因检测平台的建设。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

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利

于丰富公司产品检测市场，巩固区域地位，提升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并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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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在不改变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

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使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

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未发生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

的增加。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增加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未新增对外担保，也不会因发行产生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问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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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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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一、华测检测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核准； 

二、华测检测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配售过程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华测检测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

金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四、华测检测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参与报价的投资者、最终

获配的发行对象及认购对象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华测检测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华测检测

股东大会决议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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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 

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

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

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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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三、审计机构声明 

四、验资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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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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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苏锦华         谈  峰 

 

协办人：        ______________         

                      李大山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         

                           王承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13 日 

 

 

 



 

23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的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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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周  燕             张  鑫             刘从珍 

 

 

 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高  树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016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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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报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4〕3-188 号、天健审〔2015〕3-145 号、天健审〔2016〕

3-264 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报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招报告书及其摘要不

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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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伟峰            赵国梁            龙海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希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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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确认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证报告》

（天健验〔2016〕3-129 号）和《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133 号）的内容无

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书中引

用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朱伟峰  龙海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希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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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发行保荐书 

2、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砚、刘天睿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70区留仙三路6号鸿威工业园C栋厂房1楼 

联系电话：0755-33682137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 http://www.szse.cn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szse.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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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发行人签章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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