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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7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④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款规定

处理。
重大投资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

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３０％； 或公司未来十
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５０％，且绝对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

（４）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分红方式分
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
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５）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
红的条件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５、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１）公司董事会应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回报规划，确保股东回报规划

内容不违反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２）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确需调整或变更

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 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
规划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
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需经董事会详细论证并充分考虑
监事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且股东大会审议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
划变更事项时， 应当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或其他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

七、风险因素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变动风险
国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受全球及地区政治、 经济及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

事件和争端等因素影响。近年来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导致原油及成品
油价格变动较大，同时，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将通过改变石油
市场需求量影响价格。如公司未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将导致库存损失或毛
利率降低的风险。

（二）国内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公司作为成品油批发零售商，所处行业整体需求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宏

观经济的波动将对石油石化行业的需求发生作用， 进而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
产生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未
来宏观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司经营
策略不能很好应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要求，公
司将会面临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三）成品油价格政策变动的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成品油价格受国家相关部门调控。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以来，世

界原油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国家发改委决定进一步完善成品油定价机
制，推进价格市场化。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从原油价格与成品油的供应价格、批发价格、零售价格四个维度加以进一步规
范成品油价格定价机制，逐步实现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新定价机制实施以
后，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周期缩短，增加了贸易型企业对价格波动周期和采购
时机的判断难度。公司若不能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成品油价格政策变化将对公
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新能源汽车推广风险
２００９年，财政部与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

试点工作的通知》，通过财政补贴鼓励新能源汽车在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服
务领域的率先使用，２０１０年进一步将补贴推广至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领域，并
且随着相应的配套服务措施的完善， 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出现了快速增
长的趋势。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汽车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２０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将达到２００万辆，累计产销量超
过５００万辆， 预计影响汽油消费量３００－５００万吨。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数
据，该影响量占现有成品油消费量比例较小，但从长期来看，未来燃料动力的
方向仍将朝着更清洁、环保的新能源发展，新能源车的推广将冲击传统汽车行
业发展，从而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油品数质量控制风险
国家对油品数质量严格管控，若公司因不可抗力、主观人为等因素导致油

品质量、计量受到影响，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加油站租赁续约风险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经营的加油站共３０座，其中租赁产权加油站１６

座。公司通过与出租方签订期限较长的租赁协议取得对加油站的经营权，租赁
期限一般为１５至２０年，剩余租赁期在５年以内的加油站有３座。若加油站租赁合
同的不能执行或续约，将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毛利率波动风险
对于成品油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我国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实行政府指导价，以国际市场原油
价格为基础，考虑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环节费用和适当利润确
定最高零售价格和最高批发价格。对于成品油采购价格，因原油进口配额逐步
放开，上游地方炼化企业竞争加剧，成品油出厂价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较大，
公司经过询价、比价后确定该次采购价格及供应商并签订采购订单。上述成品
油零售价格、批发价格与采购价格的影响因素不同，价格波动不完全一致，价
差越大，零售毛利率就越高，反之毛利率则会降低。 报告期内，公司成品油批
发、零售毛利率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成品油供需关系变动以及市场竞争状态
的影响有所波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 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２０．０３％、１５．２７％和
１９．１２％，总体与行业趋势保持一致，但未来不排除因上述因素变化引起毛利率
波动，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八）现金收款控制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零售业务支付方式多样化推进，现金销售收入金额和

占零售收入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现金销售收入分别
为５６，６４１．２５万元、４９，５２３．９３万元和３５，２２７．３７万元；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现
金销售收入占零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４２．８３％、３０．５１％和２２．６９％。 如果公司现金
管理等内控制度不能严格有效执行，存在现金收款控制的风险。

（九）公司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成品油批发、零售，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４，６４４．７５万元、２３１，９０９．３５万元和１９１，７６５．９６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１９，１２３．１５万元、１５，１００．９６万元和１６，１２２．６７万元，２０１８年较
上年同期下降２１．０３％，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２０１８年
四季度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跌，ＯＰＥＣ一揽子原油价格在１０月初达到８４．０９美
元 ／桶后急速下跌至２０１８年底的５０．１１美元 ／桶，跌幅达４０．４１％。公司为保障加油
站油品供应，防止“断油”情况发生，需保存约１５天的安全库存。 在原油价格急
剧下跌的情况下，成品油实现销售时的毛利较下订单时减少，导致零售毛利率
下降。根据ｗｉｎｄ资讯等公开信息，近１０年内国际原油价格短期内急速下跌仅发
生过３次，属于偶发性事件。本轮原油急速下跌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的５０．１１美元 ／
桶后已企稳回升，但未来存在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原油价
格急剧波动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十）经营区域集中风险
公司业务立足于湖南长株潭区域，面向湖南全省及周边发展。其批发业务

覆盖长沙、株洲、湘潭、娄底、邵阳、衡阳等地区；零售业务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
的长沙市区及周边城市。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公司在长沙市地区的销售收入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８３．５１％、８５．０２％和８８．２３％，销售毛利占主营业务毛利
的比例比分别为９２．９３％、９４．４８％和９４．６１％，经营区域集中。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如公司不能制定并有效实施向其他核心城市拓展的策略， 公司将面临经营区
域集中的经营风险。

（十一）新冠肺炎病毒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向全国扩散。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了各

种封闭隔离措施来加以应对，居民出行相对减少，企事业单位延期复工，进而
影响公司成品油销量，公司业绩预计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前疫情已得到
一定程度缓解，各地复工复产正在有序进行。 公司将在政府的引导下，密切关
注疫情的发展，积极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公司各项业务的稳定开展，公司上市
后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根据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
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本次股票上
市的有关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３，３３８．００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７１号”文核准。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８９号”文

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股票代码“６０３３５３”。本次发行的３，３３８．００万股社会流通股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起
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三）股票简称：和顺石油
（四）股票代码：６０３３５３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１３，３３８．００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３３８．００万股，不存在老股转让情形
（七）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的３，

３３８．００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重要声

明与提示”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概况

发行人名称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ｎａｎ Ｈｅｓｈｕ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赵忠

住所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５８号和顺大厦

所属行业 零售业（Ｆ５２）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１６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９７０８６５６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２８５１５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ｎｈｓｊ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ｚｅｎｇｙｕｅ＠ｈｎｈｓｊｔ．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曾跃

公司经营范围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汽油 、柴油 ［闭杯闪点≤６０℃］、溶剂油 ［闭杯闪点≤
６０℃］（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汽油、柴
油 （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预包装食品 、乳制品 （不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批发兼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燃料油 、润滑油 、
石脑油（以上非成品油）、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
品）；汽车加气站经营；汽车美容、洗车、保养以及配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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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成品油批发、零售，业务涵盖成品油采购、仓储、物流、批

发、零售环节，在成品油流通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 公司是湖南省第一家获国
家商务部批准取得成品油批发资质的民营石油企业， 立足于湖南长株潭城市
群区域，面向全省及周边发展。 公司批发业务覆盖长沙、株洲、湘潭、娄底、邵
阳、衡阳等地区；零售业务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长沙市区及周边城市。 截至
２０１９年末，公司自营３０座加油站，拥有库容为２９，５００立方米的湘潭油库，拥有１
条３．２公里铁路专用线使用权、２５辆不同吨位的油罐车。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１、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７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名，本届董事会人员名单及任期如

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任期

１ 赵忠 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 龙小珍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３ 赵雄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４ 李国祥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５ 黄飙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６ 王林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７ 邓中华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３人组成， 其中曾立群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

本届监事会名单及任期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任期

１ 曾立群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 周蓉 监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３ 刘静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３、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任期

１ 赵忠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 龙小珍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３ 赵雄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４ 胡灿明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５ 龙军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６ 曾跃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７ 余美玲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８ 唐烁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姓名
任职 ／ 近亲
属关系

直接持有
股份

（万股）

直接持有
股权比例

（％）

间接持有股
份（万股）

间接持有股
权比例（％）

合计持股
（万股）

合计持有公
司股权比例

（％）

赵忠
（注１）

董事长、
总经理

－ － ４，７８７．６２ ４７．８８ ４，７８７．６２ ４７．８８

晏喜明
董事长、

总经理赵忠
之配偶

１，８６７．００ １８．６７ － － １，８６７．００ １８．６７

赵尊铭
董事长；
赵忠之子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２８．００ ２．２８ １，０２８．００ １０．２８

龙小珍
（注２）

董事、
副总经理；
龙军之姐

９１６．００ ９．１６ １９４．８４５ １．９５ １，１１０．８５ １１．１１

赵雄
董事、

副总经理
３５０．００ ３．５０ ５８４．５３５ ５．８５ ９３４．５４ ９．３５

李国祥 董事 － － ６０．００ ０．６０ ６０．００ ０．６０

曾立群
监事会
主席

－ －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周蓉 监事 － － ８．００ ０．０８ ８．００ ０．０８

刘静 监事 － － 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０

胡灿明 副总经理 － － 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０

龙军
副总经理；
龙小珍之弟

－ － 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０

曾跃
副总经理、
董事会
秘书

－ － ５．００ ０．０５ ５．００ ０．０５

余美玲 财务总监 － － ５．００ ０．０５ ５．００ ０．０５

谢文华
核心技术人

员
－ －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吴立宇
赵忠之
外甥

－ －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赵丽娅
赵忠之
外甥女

－ －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唐烁 副总经理 － － 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０

注１：赵忠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及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按照其所持
和顺投资股权比例８６％进行计算。

注２：上表间接持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
属中，除赵忠、龙小珍和赵雄通过和顺投资间接持股外，其余均通过共创盛景
间接持股。

除上表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以任何
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亦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
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１３，３３８．００万股，和顺投资持有公司５，５６７．００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１．７４％，为公司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和顺投资及实际控制人的
情况如下：

（一）发起人基本情况
公司发起人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质押情况

１ 和顺投资 ５，５６７．００ ５５．６７ 法人股东 无质押、冻结或其他争议情况

２ 晏喜明 １，８６７．００ １８．６７ 自然人股东 无质押、冻结或其他争议情况

３ 龙小珍 ９１６．００ ９．１６ 自然人股东 无质押、冻结或其他争议情况

４ 赵尊铭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 自然人股东 无质押、冻结或其他争议情况

５ 共创盛景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合伙企业股东 无质押、冻结或其他争议情况

６ 赵 雄 ３５０．００ ３．５０ 自然人股东 无质押、冻结或其他争议情况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和顺投资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２日

注册资本 ３，３５８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３５８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５８号和顺大厦

主要经营场所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５８号和顺大厦

法定代表人 赵忠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从事股权投资、农林业、医院、养老院、停车场、立体车库的投资（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
财政信用业务）；办公用品、机电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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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投资实业

（２）股权结构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和顺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赵忠 ２，８８８．００ ８６．００％

２ 赵雄 ３５２．５０ １０．５０％

３ 龙小珍 １１７．５０ ３．５０％

合计 ３，３５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４５，３９９．９３ １２，８５４．７４ ８１９．２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容诚所审计。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赵忠先生、 晏喜明女士

（赵忠先生之妻）及赵尊铭先生（赵忠先生之子），赵忠通过和顺投资控制公司
４１．７４％的股份，晏喜明直接持有公司１４．００％的股份，赵尊铭直接及间接持有公
司７．７１％的股份，以上三人合计控制公司６３．４５％的股份。

赵忠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１９６８年７月出生 ，中专
学历。 曾荣获“湖南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湖南百名最美扶贫
人物” 称号。 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７年在邵阳市四通糖酒饮料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在邵阳湘运油料有限公司任总经理；２００２年合伙创办和顺
投资，任执行董事；２００５年７月成立和顺有限，历任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７月当选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
会长。

晏喜明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４３０５０２１９６８１０＊＊
＊＊＊＊，住所为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２５０号＊＊＊＊。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出生，中
专学历。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就职于邵阳市粮食局财务部；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７年就职于
邵阳市四通糖酒饮料有限公司财务部；２０１０年３月至今任公司行政部专业经
理。

赵尊铭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４３０５０２１９９３１１＊＊
＊＊＊＊，住所为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２５０号＊＊＊＊。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出生，金
融本科学历。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今任公司营销部专业经理。

三、发行人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该公司的总股本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本次发行３３，３８０，０００股Ａ

股，占发行后该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３％。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３３，３８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和顺投资 ５５，６７０，０００ ５５．６７ ５５，６７０，０００ ４１．７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个月 ， 在发行人
处任职期间 ， 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２５％，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晏喜明 １８，６７０，０００ １８．６７ １８，６７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个月

赵尊铭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个月

赵雄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个月 ， 在发行人
处任职期间 ， 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２５％，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龙小珍 ９，１６０，０００ ９．１６ ９，１６０，０００ ６．８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个月 ， 在发行人
处任职期间 ， 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２５％，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共创盛景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个月

小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７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３３，３８０，０００ ２５．０３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股东人数及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的股东户数为３７，１０７户，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股 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湖南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５，６７０，０００ ４１．７４

２ 晏喜明 １８，６７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３ 龙小珍 ９，１６０，０００ ６．８７

４ 赵尊铭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５ 长沙共创盛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６ 赵雄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７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１，０３５ ０．１４

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６８ ０．０１

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６８ ０．０１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９０ ０．０１

合计 １００，２１４，４６１ ７５．１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３，３３８．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公司公开发行的

新股， 不存在老股转让情形。 本次发行后流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３％，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１３，３３８．００万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７９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３３３．８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００４．２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２５４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１９０，７８１股，均由主承销商包销，合计包销股份的数量１９１，０３５股，包销比例为
０．５７％。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验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９２，７６３．０２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出
具了容诚验字［２０２０］２３０Ｚ００３５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８，６８５．５８万元，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合计金额（万元）

１ 承销、保荐费用 ５，３９９．５１

３ 审计费用 １，６９８．１１

４ 律师费用 １，０３７．７４

５ 信息披露费用 ５２８．３０

６ 发行上市手续费用 ２１．９２

费用合计 ８，６８５．５８

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本次每股发行费用为２．６０元 ／股（每
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七、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８４，０７７．４４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１．４１８８元 ／股（按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２０８８元 ／股（按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摊薄后市盈率
２２．９９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其中发行后每股收

益按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状况
本公司已聘请容诚所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７年度的合并
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容诚所对上述报表出具了“容诚审字［２０２０］
２３０Ｚ０００３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
息”和“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金额 用途

湖南和顺石油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
行

４３１４０２８８８０１３０００３０３４５８ ３１０，７７４，３８５．５３
零售网点扩张储
备金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铁银支行

４３０５０１７９４７３６０００００１５２ ３３６，６３４，３２０．７５
零售网点扩张储
备金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６６０１００７８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７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长沙铜官油库建
设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

３６８１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６２２８３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和顺智慧油联平
台项目

注１：“长沙铜官油库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铜官石油。
发行人后续将使用募集资金对铜官石油进行增资， 增资前该项目募集资金暂
时存储于发行人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６６０１００７８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７０）。

注２：“和顺智慧油联平台项目” 实施主体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和顺物流。
发行人后续将使用募集资金对和顺物流进行增资， 增资前该项目募集资金暂
时存储于发行人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
号３６８１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６２２８３）。

注３：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原因是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金额包含部分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为“丙方”。 为规范甲方的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方制定的《募集
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１、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定期对甲方现
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３、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维佳、王卿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乙方按月（每月１０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５、甲方一次或１２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或该专户
金额的２０％二者孰低的，甲方、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及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并得到甲方的同意，同时按本协议第十
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７、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９、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１０、本协议一式拾份，甲、乙方各持壹份、丙方持肆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各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其他事项
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客户群体、所处行业和市场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者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十三）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没有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林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电话：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９１１
传真：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９２０
保荐代表人：曾维佳、王卿
联系人：曾维佳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本公司的上市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并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保荐书》。 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如下：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愿意推荐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发行人：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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