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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2020—077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698,163,773 股 

 发行价格：2.70 元/股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钢联”）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新增股份（以下简称“本

次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

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次新增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如果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南京钢联同意按照适用的监管政策调整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钢联取得的本次新增股份，因南钢股份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变

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向南京钢联发行股份 1,698,163,773 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均已完成交割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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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对方南京钢联内部决策机构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3、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正式方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召开

2020 年第 16 次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根

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无条件通过。公司已

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57 号】，核准公司向

南京钢联发行 1,698,163,77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在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698,163,773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前 20 个交易日 3.33 3.00 

前 60 个交易日 3.24 2.92 

前 120 个交易日 3.26 2.94 

注：交易均价的 90%保留两位小数向上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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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3.00 元/股，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批准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3.00 元（含税）。2020 年 5 月 13 日，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本次发

行股份价格由原 3.00 元/股调整为 2.70 元/股。 

4、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南京钢联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南京

钢联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如

果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南京钢联同意按照适用的监管政策调整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钢联基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南钢股份的股票，因南钢股

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四）资产过户情况 

南京钢联持有的金江炉料、南钢发展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均已办理完毕，金江炉料、南钢发展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具

体情况如下： 

1、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核准，金

江炉料办理完毕其 38.72%股权过户至南钢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换

发后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WF1CW0W）。 

2、2020 年 7 月 1 日，经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南钢发展办理完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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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2%股权过户至南钢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94613556M）。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20 年 7 月 2 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0）

00065 号】（以下简称“《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20 年 7 月

1 日止，南钢股份已收到南京钢联以其持有的南钢发展 38.72%股权、金江炉料

38.72%股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698,163,773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142,087,142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6,142,087,142 元。 

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变更登记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6,142,870,142 股。 

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自主行权期，《验资报告》中股份总数与实际

登记的变更后股份总数存在差异系部分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所致。 

（六）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交易的决策、审批以及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上市公司与交易各方已经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完成了标的资产交割及过

户手续，相关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3、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等事宜已办理完毕。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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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履行或正在履

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7、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

重大风险或障碍。” 

2、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结果的法律意

见书》，认为： 

“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

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各方有权实施本次交易；本次交易项下标的

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经依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上市公司

与交易对方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新增注册资本的验

资及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

均已生效并正常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况，相关方未出现违反其作出的承诺事项的

情况；除交易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八部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后续事

项”所述事项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实施完毕，实施结果符合《重组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在本次交易各方依法、依约履行的情形下，本次

交易的相关后续事宜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458,504.22 万元，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相应为 1,698,163,773 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南

京钢联。 

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证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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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

份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的，本次新增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本次发行的结果具体如下： 

发行对象名称 新增股份数量（股）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698,163,773 

（二）发行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办公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 黄一新 

成立日期 2009 年 5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3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6867372685 

经营范围 

钢材销售；实业投资；提供劳务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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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联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南京钢联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795,351,958 40.48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2,971,835 3.90 

3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4,000,000 3.02 

4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21,167,491 2.73 

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43,553,754 0.98 

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43,160,000 0.97 

7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 0.90 

8 林泽华 32,560,100 0.73 

9 林庄喜 27,400,000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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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威 24,979,200 0.56 

 合计 2,435,144,338 54.89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总股数增加至 6,142,870,142 股，前十

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3,493,515,731 56.87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3,717,869  3.15  

3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4,000,000  2.18  

4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21,167,491  1.97  

5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43,160,000  0.70  

6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  0.65  

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39,531,254  0.64  

8 林泽华 32,560,000  0.53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31,864,832  0.52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8,597,700  0.47  

合计 4,158,114,877  67.68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南京钢联，实际控制人仍为郭广

昌。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股数（股） 变更股数（股） 变动后股数（股）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一般法人配售股 -   1,698,163,773 1,698,163,773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   1,698,163,773  1,698,163,773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4,444,706,369 -    4,444,706,369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合计 
4,444,706,369 -    4,444,706,369 

股份总数 4,444,706,369 1,698,163,773  6,142,87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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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本次交易系

收购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发生变化。 

通过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实现了对南钢发

展和金江炉料全资控股，可根据自身利益独立作出决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

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力和经营决策效率，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增厚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在上交所网站

（https://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贺青 

联系电话 021-3867 6666 

传真 021-3867 0208 

联系人 张翼、郁韡君、张其乐、邓超、汪伟勃 

（二）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 70 号河海科技研发大厦第 9 层 

事务所负责人 马群 

联系电话 025-8450 3333 

传真 025-8450 3333 

联系人 李远扬、焦翊、尹婷婷 

（三）会计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商务楼 B 座（14 幢）20 楼 

事务所负责人 余瑞玉 

联系电话 025-8471 1188-8362 

传真 025-8471 6883 

联系人 陈建忠、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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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法定代表人 孙建民 

联系电话 025-8471 7020 

传真 025-8471 4748 

联系人 谭正祥、洪建树 

七、备查文件 

1、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天衡验字（2020）00065 号】； 

3、《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4、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