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FUJIAN HAIXIA BANK CO.,LTD.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 358 号海峡银行大厦）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目录 

声明 .................................................................................................................. 1 

释义 .................................................................................................................. 2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4 

二、发行前后情况相关对比 ............................................................................ 17 

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 21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 23 

五、备查文件目录 .......................................................................................... 45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1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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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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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福建海峡银行/本公司/公司 指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本次发行/本次定向发行 指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定向发行方

式，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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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管理办法》 指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

有的、符合规定的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

资产之间的比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

有的、符合规定的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

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

有的、符合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

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保监会 指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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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 指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银监局 指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福建银保监局 指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元/千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使用合并口径披露；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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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13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3 亿元。 

（二）发行价格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所处行业、发展现状及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

因素，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 元/股。本次发行对象在认购股份前，须承诺每股

另行出资 1.49 元用于协助公司处置风险资产，方可取得入股资格。 

根据国有资产监管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已实施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结果已履

行财政部门备案程序，并作为本次发行定价的参考依据。根据福州市财政局 2018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定向发行股

份方案的批复》，同意公司制订的 2018 年定向发行股份方案，相关国资管理要

求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定向发行对价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及其经备案的评

估值为参考确定。 

2018 年 12 月 17 日，福建银保监局下发《关于福建海峡银行定向发行方案

的批复》（闽银保监复〔2018〕1 号），同意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方案。 

2019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0 号），核准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13 亿股新股。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方式及发行价格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十八

次（临时）会议、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

行方式已经福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且发行价格已按国资管理规定履行评估备案

程序。本次发行方案已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发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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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定价合规合理，不存在未经履行适当程序，导致可能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情

形。 

（三）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数量的情况 

根据《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定向发行股份方案》，本次发行

对象范围为：公司现有适格的法人股东以及具备资格的新法人投资者。新法人投

资者另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优质上市企业；（2）大中型国有企业；（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4）福建省知名优质企业；（5）在互联网或其他创新领

域发展较好的新经济企业；（6）上述五类企业的相关企业。除现有适格的法人

股东外，新增具备资格的法人投资者不超过 35 名。 

本次发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发行。本次发行对

象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商业银行股东资格要求的 21 家机构，其中： 

13 家为现有法人股东，包括福州市晋安区财政局、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森博达贸易有限公司、福建正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福州锦兴投资有限公司、

罗源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福建省福辉珠宝有限公司、厦门金宝大酒店、福州市

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财政所、福建福泰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财政所、福州市鼓楼区南街街道财政所。 

8 家为新增法人股东，包括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拍拍贷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连江县国有资产营

运有限公司、福建银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恒科贸易有限公司、北京

闪银奇异科技有限公司、闽侯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1）福州市晋安区财政局 

福州市晋安区财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111003636362R，单位地

址：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中路 128 号。 

（2）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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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6 月 16 日，法定代表人：黄其森，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260183667Q，注册资本 32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福州市五四北路 333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对工业、农业、种养殖业、贸

易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的投资；对医疗业的投资及管理；对保险

业、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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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森博达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森博达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21 日，法定代表人：刘雅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356829381，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 293 号锦绣华庭 1 号底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材、

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

制毒化学品）、机械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的批发、代

购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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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福建正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正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2 月 1 日，法定代表人：吴付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051037047，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盘屿路 5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销售及出租，物业管理；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各类广告；日用百货零售；洗衣服务；停车场服务；包装服务；食品、饮

料销售；酒店管理；旅游饭店；正餐服务；茶馆服务；咖啡馆服务；办公设备租

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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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福州锦兴投资有限公司 

福州锦兴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黄燕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54969635F，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8 号福建天福大酒店 1009 室，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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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工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教育业、交通运输业、渔业的投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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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罗源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 

罗源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6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郑涵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3315706753J，注册资本 8,8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罗源县城关学前洋 4-107.180.207.208，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国有资产营运。 

（7）福建省福辉珠宝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辉珠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12 日，法定代表人：汪闽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5136047XF，注册资本 9,9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福州市晋安区王庄街道珠宝路 2 号珠宝城 1 号楼 8 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金、银、铂、铜首饰及制品；K 金镶嵌首饰（包括各种钻石、宝石、翡翠、珍珠

等镶嵌首饰）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生产、加工首饰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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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宝大酒店 

厦门金宝大酒店成立于 1990 年 6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陈宇森，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50200155013965H，注册资本 1,3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厦门

市湖里区东渡路 126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旅游饭店；正餐服务；其他未列明

餐饮业；会议及展览服务；其他未列明清洁服务（不含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事项）；

其他综合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建材批发；其他文化用品零售；停车场

管理。 

（9）福州市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福州市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5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王建

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2XW2PR0F，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 106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从事对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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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投资，技改，资产经营，国有企业参股，控股业务；参与企业管理、经

营财政性资产；负责财政投资项目股权管理；市政府指定的产业园区的投资及管

理、资产收购；金融业、类金融业股权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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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财政所 

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102488149051X，

单位地址：鼓楼区圣庙路福涧街 5 号。 

（11）福建福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福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 13 日，法定代表人：檀东

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11801931X，注册资本 1,078 万元人民币，注

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外九彩巷 52 号九彩公寓 804 室，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对金融业、旅游业、房地产业、酒店管理业、房屋租赁业、房产中介业的投

资；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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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财政所 

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111MB0154878D，

单位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北环东路 7 号。 

（13）福州市鼓楼区南街街道财政所 

福州市鼓楼区南街街道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102488148745R，

单位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营房里 12 号。 

（14）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6 日，法定代表人：许驾

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337588532A，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松下镇大祉村军民路 14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炼钢、炼铁、钢材轧制；带钢、无缝钢、钢坯、圆钢线材、焊管、焊丝、氧气、

氮气的生产、制造、销售；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建筑材料、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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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铁精粉、铁矿石的批发零售（不含化学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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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

顾少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68071645J，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丹桂路 999 弄 20 号，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金融信息服务，计算机网络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及软硬件的开发与销售，数据处理服务，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电信业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

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广告的设计、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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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黄

志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070862087F，注册资本 206,8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 15 号城投大厦 17 楼，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城市

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的投融资、建设及运营；重点区域和旧屋区综合开发（含商

业地产和保障类房产）；土地一级开发和房地产综合开发；新设产业园区、酒店

餐饮业、贸易业、百货业、食品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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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福建省连江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江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 月 20日，法定代表人：

周兴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2705139248Y，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连江县凤城镇丹凤东路 25 号海联大厦 1 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受县政府的委托，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行使县政府授权范围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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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出资者职权，以独资、参股或控股方式经营国有资产；从事国有资产营运，

参与重组资产，盘活存量资产，优化配置资源活动；为本级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

重点项目筹建资金；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受本级政府委托参与本县经济开发项目和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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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福建银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银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法定代表人：邹

洪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83054912H，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茶亭街道广达路 108 号世茂国际中心 1#楼 16 层

01 室，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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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福建省恒科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恒科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8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陈顺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6287011796，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福州市长乐区金峰镇华阳村，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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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北京闪银奇异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闪银奇异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法定代表人：李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98488568D，注册资本 2,93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13 号 7 层 819，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经济信息咨询；应用软件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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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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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21）闽侯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闽侯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25 日，法定代表人：林

敬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170513587XR，注册资本 4,3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闽侯县甘蔗镇交通路 2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代表本级政府行使授

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从事国有资产营运、优化配置资源，盘活存量

资产；为本级政府建设项目进行融资和提供担保；受本级政府委托参与基础设施

和重点项目投资。开展经济财务会计咨询，办理政府委托的其他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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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发行对象的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类

别 
投资者名称 

原持股数 

（股） 

原持股 

比例 

认购股数 

（股） 

新持股数 

（股） 

出资额 

（元） 

新持股 

比例 

1  
福州市晋安区财

政局 
85,811,806 1.98% 83,193,856 169,005,662 83,193,856 3.00% 

2 

现

有

股

东 

泰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40,857,760 5.56% 72,257,328 313,115,088 72,257,328 5.56% 

3 
福建森博达贸易

有限公司 
207,636,000 4.79% 62,290,800 269,926,800 62,290,800 4.79% 

4 
福建正祥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147,027,910 3.39% 48,408,373 195,436,283 48,408,373 3.47% 

5 
福州锦兴投资有

限公司 
41,527,200 0.96% 12,458,160 53,985,360 12,458,160 0.96% 

6 
罗源县国有资产

营运公司 
24,916,320 0.57% 7,474,896 32,391,216 7,474,896 0.57% 

7 
福建省福辉珠宝

有限公司 
9,815,520 0.23% 2,944,656 12,760,176 2,944,656 0.23% 

8 厦门金宝大酒店 4,950,041 0.11% 1,485,012 6,435,053 1,485,012 0.11% 

9 
福州市国有资产

营运有限公司 
2,293,811 0.05% 688,143 2,981,954 688,143 0.05% 

10 
福州市鼓楼区安

泰街道财政所 
259,545 0.01% 420,464 680,009 420,464 0.01% 

11 
福建福泰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830,544 0.02% 249,163 1,079,707 249,16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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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

别 
投资者名称 

原持股数 

（股） 

原持股 

比例 

认购股数 

（股） 

新持股数 

（股） 

出资额 

（元） 

新持股 

比例 

12 
福州市晋安区茶

园街道财政所 
259,545 0.01% 200,000 459,545 200,000 0.01% 

13 
福州市鼓楼区南

街街道财政所 
446,417 0.01% 133,925 580,342 133,925 0.01% 

14 

新

增 

股

东 

福建大东海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 - 281,000,000 281,000,000 281,000,000 4.99% 

15 

上海拍拍贷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 - 281,000,000 281,000,000 281,000,000 4.99% 

16 
福州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 - 167,073,296 167,073,296 167,073,296 2.97% 

17 

福建省连江县国

有资产营运有限

公司 

- - 86,000,000 86,000,000 86,000,000 1.53% 

18 
福建银丰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 - 60,240,964 60,240,964 60,240,964 1.07% 

19 
福建省恒科贸易

有限公司 
- - 60,240,964 60,240,964 60,240,964 1.07% 

20 
北京闪银奇异科

技有限公司 
- - 60,240,000 60,240,000 60,240,000 1.07% 

21 
闽侯县国有资产

营运有限公司 
- -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0.21% 

合计 1,300,000,000 2,066,632,419 1,300,000,000 36.69%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具体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份数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审查，上述 13 家现有股东和 8 家新增股东符

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等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

入股商业银行的资格条件，且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合

格投资者的要求。 

（四）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由现有适格的法人股东原则上按每持有 10 股认购 3 股的比

例优先认购；余下部分由现有适格的法人股东和具备资格的新法人投资者认购，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13 

现有适格的法人股东有优先认购权。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新增持股超过 5%的股

东。 

（五）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投资者所持新增股份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股权

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

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福建海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限售。 

根据《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自取得股权之

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持有的股权。经中国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批准采取风险处

置措施、中国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责令转让、涉及司法强制执行或者在同一投

资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股权等特殊情形除外。 

上述主要股东系指根据《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持有或控制商

业银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或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不足百分之五但

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前款中的“重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向

商业银行派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影响商业银行的

财务和经营管理决策以及中国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具体发行对象中：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取得本

次认购的股份之日起 5 年内不转让其本次所认购的公司股份。其余 20 家投资者，

包括福州市晋安区财政局、福建森博达贸易有限公司、福建正祥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福州锦兴投资有限公司、罗源县国有资产营运公司、福建省福辉珠宝有限公

司、厦门金宝大酒店、福州市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财

政所、福建福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财政所、福州市鼓楼

区南街街道财政所、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连江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福建银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恒科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闪银奇异科技

有限公司和闽侯县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依据股份认购协议认购的股份不存在

股份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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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约定以外，相关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部门对于本次参与定向发行的

21 家投资者就本次定向发行获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转让或设定权利限制作出限制

性或禁止性规定的，21 家投资者承诺将严格遵守并履行。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关于

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证券持有人累计超过

200 人或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需报经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 

2019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0 号），核准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13 亿股新股。 

（七）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公司抵

御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带动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支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日趋复杂，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正面临着

巨大挑战，具体表现在：一是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增大；二是金融改革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影响日益显著；三是金融脱媒程

度不断加深，存贷款利差逐步缩小；四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传统业务面临转

型压力。在外部经营环境持续变化的情况下，公司亟需进一步夯实资本基础，提

高风险抵御能力。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15 

公司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

位，努力服务福州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同时，深耕服务区域内的小微、零

售市场，做精做优地方特色行业。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贷款余额年均复合增

长率 4.47%。随着公司各项业务迅速发展，资本消耗将持续增加，对资本的需求

不断提高。公司亟需进一步充实资本，支持各项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优化监管指标，持续满足审慎监管要求 

近年来，国内银行业监管部门持续加强了审慎监管力度，资本充足水平要求

不断提高。虽然公司在制定资本需求及内部资本规划中已部分考虑了宏观经济下

行、利率市场化等外部因素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但如市场环境及宏观政策变化

超出预期，仍将会对公司实现资本充足目标产生较大挑战。尽管公司通过制定科

学合理的资本补充机制，目前的资本充足水平得以显著提升，持续满足监管指标

要求，但随着省内金融业快速发展，公司需要进一步充实资本，提升公司区域竞

争力。 

此外，随着辖区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深化，公司信贷规模增速

较快，需要扩大外源性资本补充，优化监管指标，为公司未来各项业务的良性发

展奠定基础。 

3、本次发行对资本监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

得以有效提升，确保公司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并在此基础上保持一定的

缓冲空间。 

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9 年 11 月 18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福建海

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9）第 351ZC0201 号），审验

确认截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止，公司已收到各投资者缴纳的股份认购款

1,3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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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9 日，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法律意见》（德恒 17F20180093-4

号），认为：“海峡银行为依法存续的城市商业银行，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不

存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海峡银行具备

向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21 家机构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股份认购协议》

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海峡银行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批准程

序，相关内部决议合法有效，海峡银行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尚需取得福建银保监局

的批准”。 

2019 年 11 月 27 日，福建银保监局出具《福建银保监局关于福建海峡银行

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闽银保监复〔2019〕467 号），同意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4,333,522,078 元变更为人民币 5,633,522,078 元。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涉及变更注册资本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部决议合法有效。公司已根据董事会决议及福建银保监

局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意见，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福建

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历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05 年增资扩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05 年 9 月 9 日，福建银监局下发《关于福州市商业银行 2005 年增资扩股

方案的批复》（闽银监复〔2005〕147 号），同意公司 2005 年增资扩股方案。

根据此次增资扩股方案，公司向 383 户股东发行股份 322,712,600 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1.3 元。2006 年 7 月 25 日，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闽华兴所[2006]验字 A-005 号），经审验，截至 200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已收到各股东股份认缴款人民币 419,526,380.00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金额为人民币 322,712,6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额为人民币 96,813,7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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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9 年增资扩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09 年 10 月 19 日，福建银监局下发《关于福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闽银监复〔2009〕482 号），同意公司增资扩股

方案。根据此次增资扩股方案，公司以每股配售 1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配售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 元；向福州市财政局定向发行股份 90,000,000 股，发行

价格每股人民币 2.3 元。2009 年 11 月 27 日，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验资报告》（闽华兴所[2009]验字 A-009 号），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以配股增资人民币 976,655,928 元，收到货币资金增资款人民币

1,953,311,856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金额为人民币 976,655,928.00 元、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金额为人民币 976,655,928.00 元。2009 年 12 月 7 日，福建华兴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闽华兴所[2009]验字 A-010 号），截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向福州市财政局定向发行增资人民币 90,000,000 元，

收到货币资金增资款人民币 207,000,000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金额为人民币

90,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金额为人民币 117,000,000.00 元。 

（3）2017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7 年 2 月 22 日，福建银监局下发《关于福建海峡银行定向发行方案的批

复》（闽银监复[2017]25 号），同意公司定向发行方案。根据此次定向发行方案，

公司向 26 户股东定向发行股份 1,071,522,591 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2.27 元。

2017 年 3 月 29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厦验[2017]7 号），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已实收各

股东股份认缴款共计人民币 2,432,356,281.57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金额为人民

币 1,071,522,59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金额为 1,360,833,690.57 元。 

二、发行前后情况相关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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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

情况 

1 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44,214,680 14.87% 国有法人 是 

2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5,661,556 10.28% 国有法人 是 

3 福州市马尾区财政局 375,738,105 8.67% 国有法人 是 

4 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0,857,760 5.56% 企业法人 是 

5 福建森博达贸易有限公司 207,636,000 4.79% 企业法人 否 

6 福州市长乐区国有资产营运公司 166,108,800 3.83% 国有法人 否 

7 鑫东森集团有限公司 147,940,650 3.41% 企业法人 否 

8 福建正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47,027,910 3.39% 企业法人 否 

9 世纪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120,131,550 2.77% 企业法人 否 

10 福建省三华实业有限公司 95,484,645 2.20% 企业法人 否 

合计 2,590,801,656 59.79% - - 

2、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

情况 

1 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44,214,680 11.44% 国有法人 是 

2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5,661,556 7.91% 国有法人 是 

3 福州市马尾区财政局 375,738,105 6.67% 国有法人 是 

4 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3,115,088 5.56% 企业法人 是 

5 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81,000,000 4.99% 企业法人 否 

6 
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281,000,000 4.99% 企业法人 否 

7 福建森博达贸易有限公司 269,926,800 4.79% 企业法人 否 

8 福建正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95,436,283 3.47% 企业法人 否 

9 福州市晋安区财政局 169,005,662 3.00% 国有法人 否 

10 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7,073,296 2.97% 国有法人 否 

合计 3,142,171,470 55.78% - - 

（二）本次定向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

司控制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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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0.00% - 0.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487,578 0.08% 3,487,578 0.06% 

3、其他 4,330,034,500 99.92% 5,630,034,500 99.94% 

总股本 4,333,522,078 100.00% 5,633,522,078 100.00% 

股东人数 4,007  4,015  

2、股东人数变化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4,007 户，其中国家股 21 户，持股

比例合计 46.5%；境内法人股 346 户，持股比例合计 38.7%；自然人股 3,640 户，

持股比例 14.8%；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8 户，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为

4,015 户。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有力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总资产和

净资产规模有所上升，资本充足率有所提升，资产结构得以优化，偿债能力得到

增强，财务状况进一步改善。本次发行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稳健发展，提升风险

抵御能力，以及支撑公司新三年发展战略实施落地。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包括：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金融债券；基金销售业务；同业人民币拆借；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险种：中国保监会批准和允许销售

的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外汇存款、贷款、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

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担保；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

营结汇、售汇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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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20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

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带动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定向发行

募集资金的运用能够为公司经营带来积极影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和业

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4,333,522,078 股，公司无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5,633,522,078 股，公司仍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定向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未导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发生变化，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因股本总额变化而相应稀释。 

序

号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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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敏 董事长 - 0.0000 - 0.0000 

2 韩芝玲 董事 - 0.0000 - 0.0000 

3 吴晓峰 董事 - 0.0000 - 0.0000 

4 林中 董事 - 0.0000 - 0.0000 

5 朱伟英 董事 188,760 0.0044 188,760 0.0034 

6 黄其森 董事 - 0.0000 - 0.0000 

7 张薇 董事 - 0.0000 - 0.0000 

8 吴雷 董事、行长 529,472 0.0122 529,472 0.0094 

9 邓伯琦 董事、副行长 337,408 0.0078 337,408 0.0060 

10 陈明森 独立董事 - 0.0000 - 0.0000 

11 陈晓 独立董事 - 0.0000 - 0.0000 

12 安红 职工监事、监事长 581,381 0.0134 581,381 0.0103 

13 郭汉兴 职工监事、副监事长 415,272 0.0096 415,272 0.0074 

14 陈云参 监事 - 0.0000 - 0.0000 

15 徐志凌 监事 - 0.0000 - 0.0000 

16 伍长南 外部监事 - 0.0000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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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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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吴观铃 副行长 988,867 0.0228 988,867 0.0176 

18 汤铭恒 行长助理 124,582 0.0029 124,582 0.0022 

19 刘元添 
财务总监、计划财务

部总经理 
- 0.0000 - 0.0000 

20 王敏强 首席信息官 321,836 0.0074 321,836 0.0057 

合计 3,487,578 0.0805 3,487,578 0.0619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 

发行后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0.24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7.01 10.41 4.35 

每股净资产（元） 2.63 2.49 2.38 2.33 

 

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2018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德恒 17F20180093-2 号），

认为： 

“1、海峡银行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经批准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

的城市商业银行，不存在依法依规应当终止的情形，其具备本次定向发行的主体

资格。 

2、本次定向发行已经履行了海峡银行内部审批程序，并履行了国有资产监

管部门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程序；海峡银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

程序、表决方式及授权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

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

通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商业银行股东资格及非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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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公司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募集资金使用、新增股份的限

售安排等与发行方案相关内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4、《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包括了法律法规要求的必备条款，相

关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

的合同文件合法合规，经签署成立后，对海峡银行及发行对象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5、《定向发行说明书》的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3 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规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

披露的要求。 

6、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海峡银行在股权结构和控制权、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结构、主营业务、公司治理结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以及合法经营

等法律相关事项方面均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7、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尚需根据《关于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商业

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关于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改的批准，以及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2019 年 11 月 19 日，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法律意见》（德恒 17F20180093-4

号），认为：“海峡银行为依法存续的城市商业银行，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不

存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海峡银行具备

向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21 家机构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股份认购协议》

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海峡银行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批准程

序，相关内部决议合法有效，海峡银行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尚需取得福建银保监局

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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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法律意见书 

（五）验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