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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2� � � � � � �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16-02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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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

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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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8家认购对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机电控股

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伟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中信建

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十二个月。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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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承诺：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

盾。 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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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审计机构承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不致因引用的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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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说明！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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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浙江制造认证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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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申请的三项产品于

近日获得“浙江制造” 认证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得证书情况

1、认证委托人（产品生产者）：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 认 证 标 准 ：DB33/T� 944.1-2014；DB33/T� 944.2-2014；ZZB�

017-2015

3、认证模式：自我声明+产品检验+“浙江制造” 要求评价+获证后监督

4、产品名称：汽车变速器用圆柱齿轮、汽车变速器用圆柱齿轮、汽车发动

机用圆柱齿轮

5、 证书编号：CAZM2015P1000301R0M、CAZM2015P1000302R0M、

CAZM2015P1000303R0M

二、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制造” 是由浙江省政府主导，为整体反映、综合体现浙江企业和产

品形象的区域公共品牌，目标定位是高品质、高端化，只对符合高标准、高品质

要求的浙江产品进行认证。获得“浙江制造” 认证的产品，将优先纳入“浙江制

造精品” 目录，在政府采购、政府性投资及补助、国有企业投资等项目中，同等

条件下优先采购。 目前，浙江省已成立“浙江制造” 认证联盟，由国内外高信誉

认证机构实施严格认证，已有20多家企业的产品通过认证。

本次公司汽车圆柱齿轮产品获得“浙江制造” 认证证书，未来将有利于公

司产品整体质量和综合形象的提升， 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有利于降低企业认

证成本，加速产品流入国际市场，有利于帮助公司开拓占领优质产品市场，实

现“优质优价” ，增加产品的品牌附加值。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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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股份数50,000,000股，发行价格

24元/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1日

受理本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提交的相关登记材料，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经确认，本次增发

股份将于2016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从上市首日起算。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2016年1月12

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

准、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公司、公司、股份公司、发行人、

双环传动

指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曾用

名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定价基准日 指 双环传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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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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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RV减速器 指

RV（Rotary�Vector）减速器由第一级渐开线行星传动和第二级摆线行星传

动组成。 RV减速器具有体积小、传动比大、传动效率高、运动精度高、回差

小、低振动、刚性大和可靠性高等特点。 相比于谐波减速器，RV减速器具有

更高的刚度和回转精度。 一般将RV减速器放置在工业机器人的机座、大

臂、肩部等重负载的位置。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ShuangHuan� Driveline� Co.,Ltd

注册资本：288,372,000.00元（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吴长鸿

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简称：双环传动

公司代码：002472

成立日期：2005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1-14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702号赞宇大厦12楼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317600

电话：0571-81671018

传真：0571-81671020

电子信箱：ys@gearsnet.com

公司网址：http://www.gearsnet.com

经营范围：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公司于2015年5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等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5月8日进行了公告。

2、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 2015�年5月25日召开了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5月26日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于 2015年11月4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并于2015�年12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2015]2825

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5年12月16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保证金到账情况已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7-158

号”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 截

至2015年12月16日12时止，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广发证券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602000129201585680的人民

币申购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申购保证金共计人民币壹亿柒仟捌佰伍拾万元

整（￥178,500,000.00）。

2015年12月22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到账情况已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7-161号”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 截至

2015年12月22日15时35分止，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广发证券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602000129201585680的人

民币申购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申购款（含认购保证金）共计人民币壹拾贰亿

陆仟捌佰万元整（￥1,268,000,000.00）。

2015年12月24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

〔2015〕537号”《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截至2015年

12月23日止，双环传动向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和苏伟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24.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2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20,636,396.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179,363,604.00元。 其中，计

入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0,000.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129,363,604.00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1日受理本

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提交的相关登记材料，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通过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50,000,000股。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5月8日）。 本次非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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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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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0%，即18.65元/股。

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2015年4月

29日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未来实

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扣除公司已经回购股份后的最新

股本总额）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发布《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鉴于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发

行底价调整为18.53元/股，即发行价格不低于18.53元/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每股现金红利

= 18.65元/股 — 0.12元/股

= 18.53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格

优先、申购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发行价格。

最终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

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的原则协商确定为24元/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

证监会相关规定。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得转让。

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

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

排。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六）募集资金总量及净额

本次发行总募集资金量为人民币1,2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1,179,363,604元。

（七）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20,636,396元，其中包括承销保荐费、审计验资费、

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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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等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元/股) 获配金额(元）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限

（月）

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00 121,999,992 5,083,333 12

2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4.00 120,000,000 5,000,000 12

3 苏伟强 24.00 144,999,984 6,041,666 12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00 175,999,992 7,333,333 12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00 120,000,000 5,000,000 12

6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00 300,000,000 12,500,000 12

7 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00 180,000,000 7,500,000 12

8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00 37,000,032 1,541,668 12

合 计 1,200,000,000 50,000,00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人民币）197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

代销金融产品。

2、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60号

法定代表人：余刚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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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伟强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1号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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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1211690.8400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

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有效期至2018年02月05

日）。

6、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

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生章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7、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185

法定代表人：周雅娜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对所投资的项目和企业进行经营及财务管理；经济信

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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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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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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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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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发行对象的获配产品情况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产品

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

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苏伟强 苏伟强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产品1：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595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2：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535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3：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408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4：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409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5：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528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6：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睿鑫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7：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睿鑫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8：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增利6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9：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364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10：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张永珍

产品11：财通基金-平安银行-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12：财通基金-平安银行-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13：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67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14：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驱动186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15：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519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16：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恒增专享2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17：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166号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18：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188号资产管理计划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产品1：中信证券-民生银行-中信证券定增增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2：中信证券-民生银行-中信证券定增增强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3：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4：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5：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6：林德明

6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产品1：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和君沣盈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2：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晟融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7

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信建投基金-兴业银行-中融信托-日进斗金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广发证券核查了上述各认购对象的信息，确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最

终获配的8家投资者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

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证券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进行了备案；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子公司，其参与配售的

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苏伟强为个

人投资者，无需备案；另外2家投资者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无需履行认

购产品的相关备案手续，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 确

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

议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

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贵会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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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也不

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19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保荐代表人：唐芙、曲海娜

项目协办人：顾培培

项目组成员：徐晓栋、宋乐铃、方逸峰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二）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11楼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8楼

负责人：章靖忠

经办律师：傅羽韬、裘晓磊

电话：0571-87901110

传真：0571-87902008

（三）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楼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楼

负责人：郑启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大为、吴慧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第三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的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人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股）

1 吴长鸿 境内自然人 29,984,496 10.40 22,488,372 0

2 叶善群 境内自然人 25,071,400 8.69 12,535,700 5,900,000

3

玉环县亚兴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4,014,200 8.33 6,803,550 4,000,000

4 李绍光 境内自然人 21,549,760 7.47 16,162,320 4,100,000

5 蒋亦卿 境内自然人 14,557,620 5.05 10,918,215 2,150,000

6 陈菊花 境内自然人 14,292,720 4.96 0 0

7 陈剑峰 境内自然人 13,662,720 4.74 10,247,040 0

8 叶继明 境内自然人 13,372,720 4.64 10,029,540 1,380,000

9

宏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0,255,200 3.56 0 0

10 吕圣初 境内自然人 7,047,984 2.44 0 1,630,000

（二）本次发行后的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人类别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股）

1 吴长鸿 境内自然人 29,984,496 8.86 22,488,372 0

2 叶善群 境内自然人 25,071,400 7.41 12,535,700 5,900,000

3

玉环县亚兴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4,014,200 7.10 6,803,550 4,000,000

4 李绍光 境内自然人 21,549,760 6.37 16,162,320 4,100,000

5 蒋亦卿 境内自然人 14,557,620 4.30 10,918,215 2,150,000

6 陈菊花 境内自然人 14,292,720 4.22 0 0

7 陈剑峰 境内自然人 13,662,720 4.04 10,247,040 0

8 叶继明 境内自然人 13,372,720 3.95 10,029,540 1,380,000

9

宏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基金、理财产品等 10,255,200 3.03 0 0

10

珠海星程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7,500,000 2.22 7,500,000 0

11

招商财富－招商

银行－晟融1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7,500,000 2.22 7,5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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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288,372,000股；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

总股本为338,372,000股。 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吴长鸿、叶善群、蒋亦卿、陈

菊花、陈剑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8,799,16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2.15%，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权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充实，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

相应增加，公司的资本结构得到优化，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

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齿轮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车辆齿轮、工

程机械齿轮、摩托车齿轮、农用机齿轮、电动工具齿轮等。 未来随着上述募投项

目的建设完成，公司将进一步实现产品结构升级优化、开拓工业机器人RV减速

器、轨道交通齿轮、新能源汽车传动齿轮和自动变速器齿轮等市场领域、提升公

司行业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增强盈利能力等多重目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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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

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也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持续、

稳定发展。

（五）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七）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50,000,000股，发行后股票共计338,372,000股。 以

2014年度和2015年1-9月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

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15年1-9月/2015年9

月30日

2014年度/2014年12

月30日

2015年1-9月/2015年9

月30日

2014年度/2014年12

月30日

每股净资产（元） 5.65 5.40 8.30 8.09

每股收益（元） 0.36 0.44 0.30 0.37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4年12月31日和2015年9月30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

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4年度和2015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大，有助于增强公司

资金实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随着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公司将进一步实现产品结构优化，可促进

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将大大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用于募集资金新建项目的投

资活动现金流出也将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新建项目的投产，未来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将逐步增加。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增加公司净资产，提升公司的资金实力。 因

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负债比例过低或过高、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九）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未在公司担任职务，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天健会计师对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3〕1788号” 、“天健审〔2014〕3528号” 和“天健

审〔2015〕2358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5年1-9月，公司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527,380,050.17 2,398,742,419.98 2,177,957,707.98 1,822,103,510.27

流动资产 1,184,547,729.46 1,129,564,663.24 963,132,921.59 817,996,328.86

非流动资产 1,342,832,320.71 1,269,177,756.74 1,214,824,786.39 1,004,107,181.41

负债总额 898,594,340.74 845,558,148.45 729,815,160.69 424,577,129.25

流动负债 768,352,934.64 726,518,199.86 677,265,204.34 370,278,087.85

所有者权益 1,628,785,709.43 1,553,184,271.53 1,448,142,547.29 1,397,526,381.02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1,008,851,833.27 1,266,385,491.96 990,885,690.86 795,035,336.92

营业成本 756,612,365.19 935,244,628.59 742,332,906.72 544,662,676.06

营业利润 113,712,582.56 133,663,131.60 74,911,711.28 124,060,701.64

利润总额 117,021,127.62 140,384,522.96 79,970,044.29 131,304,950.14

净利润 99,405,657.90 122,297,224.24 67,295,686.27 112,335,861.99

（三）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793,442.24 126,386,693.88 118,101,153.13 124,956,585.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320,342.89 -178,175,560.51 -340,027,757.27

-210,300,

130.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00,108.54 21,580,388.99 192,607,978.36 -64,722,988.51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4,222,934.79 -176,027.8100 -1,822,955.7900 -313,741.7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096,142.68 -30,384,505.45 -31,141,581.57 -150,380,275.30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1、基本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倍） 1.54 1.55 1.42 2.21

速动比率（倍） 0.67 0.69 0.62 0.98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28.80% 27.68% 27.48% 17.34%

每股净资产（元/股） 5.65 5.40 5.21 5.03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13 4.85 5.05 4.44

存货周转率（次） 1.17 1.60 1.48 1.31

利息保障倍数 5.44 5.69 4.61 10.7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股） 0.74 0.44 0.42 0.45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

益

稀释每股收

益

2015年1-9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24% 0.36 0.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5.97% 0.34 0.33

2014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16% 0.44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7.61% 0.41 0.40

2013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74% 0.24 0.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4.37% 0.22 0.22

2012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24% 0.40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7.74% 0.38 0.38

（五）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6,143.22 -166,732.33 -832,243.56 -113,736.29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51,781.86 171,089.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4,542,821.71 7,759,784.91 7,180,934.32 6,834,4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753,430.00 1,511,860.00 249,644.40 220,045.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38,166.74 34,436.97 -565,443.48 1,208,521.15

小 计 4,951,941.75 9,391,131.41 6,203,981.34 8,149,230.26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

减少以“－”表示）

648,519.96 1,130,228.07 912,510.03 1,320,541.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

性损益净额

4,303,421.79 8,260,903.34 5,291,471.31 6,828,689.12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调查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业机器人RV减速器产业化项目 36,528.00 30,000.00

2 轨道交通齿轮产业化项目 20,621.00 19,000.00

3 新能源汽车传动齿轮产业化项目 16,570.00 16,000.00

4 自动变速器齿轮产业化项目 26,169.00 25,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 计 129,888.00 120,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若不能满足上述

全部项目资金需要，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时间进度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 计

1 工业机器人RV减速器产业化项目 10,253.22 16,878.60 2,868.18 30,000.00

2 轨道交通齿轮产业化项目 4,825.50 11,245.50 2,929.00 19,000.00

3 新能源汽车传动齿轮产业化项目 9,772.50 4,436.50 1,791.00 16,000.00

4 自动变速器齿轮产业化项目 11,075.90 10,249.00 3,675.10 25,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 — 30,000.00

合 计 65,927.12 42,809.60 11,263.28 120,000.00

注：第一年指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日至其后第12个月的期间，以后年份

以此类推。 第一年、第二年主要为固定资产投入，预计建设期周期两年，第三年

投入为铺底流动资金。

（三）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环保批复

1 工业机器人RV减速器产业化项目

经玉环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备案号：10211505294032563033

文号：玉发改备（2015）42号）

玉环建[2015]68号

2 轨道交通齿轮产业化项目

经玉环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备案号：10211505294032554141

文号：玉发改备（2015）41号）

玉环建[2015]69号

3 新能源汽车传动齿轮产业化项目

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备案号：00001503134032546150）

玉环建[2015]31号

4 自动变速器齿轮产业化项目

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备案号：00001505284032522871）

玉环建[2015]70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意见

广发证券认为：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

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

价及申购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

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最终获配的8家投资者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

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证券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

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为基金子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苏伟强为个人投资者，无需备案；另外2家投资者重庆机

电控股集团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无需履行认购产品的相关备案手续，符合《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 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贵会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的询价、申购和配售过程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备案手续，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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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相关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合同》及本次发行的认购程

序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

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参与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1日受理本

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提交的相关登记材料，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

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016年1月12日为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的上市日，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公司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认购对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信

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伟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星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自2016年1月12日起限售期为12个月。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和保荐工作报告

（二）尽职调查报告

（三）法律意见书

（四）律师工作报告

（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1-14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702号赞宇大厦12楼联系人：曹晖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317600

电话：0571-81671018

传真：0571-81671020

电子信箱：ys@gearsnet.com

三、查询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5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六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