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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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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63,541,297 股 

发行价格：11.38 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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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可在

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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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资产过户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上市公司或上海凤凰）与交易对方办理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天

津爱赛克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爱赛克）、天津天任车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天任）及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自行车）因本

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1）天津爱赛克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12月 8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本

次变更后，天津爱赛克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天津天任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12 月 7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



变更后，天津天任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凤凰自行车 49%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12 月 2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

交易前，公司持有凤凰自行车 51%股权，本次变更后，公司合计持有凤凰自行车

100.00%股权，凤凰自行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1、本次交易对方天津富士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达科技）、天

津市格雷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格雷）及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乐投资）内部决策机构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富士达科技、宋学昌、窦

佩珍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天津格雷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2020年 1 月 17日，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美乐投资签署了附条

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3、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

案； 

5、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富士达科技、宋学昌、窦

佩珍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与业绩承诺方富士

达科技、宋学昌、窦佩珍、王润东、宋伟昌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20 年 7月 27 日，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天津格雷签署《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0 年 7月 27 日，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美乐投资签署《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与业绩承诺方美乐投资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6、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 

8、2020 年 8 月 10 日，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获上海市国资委

备案通过，备案号分别为备沪国资委“202000010”、“202000011”、

“202000012”号。 

9、2020 年 8 月 11 日，上海市国资委已出具《关于上海凤凰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方案的批复》

（沪国资委产权[2020]196 号），原则同意上海凤凰本次重组交易的方案。 

10、2020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11、2020年 9月 25日，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富士达科技、宋学昌、窦佩

珍、王润东、宋伟昌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2020 年 9月 25 日，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美乐投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12、2020年 9月 25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0年 9月 25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 



14、2020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上海凤凰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70号），核准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序号 交易对方 股票发行数量（股） 

1 富士达科技 22,400,702 

2 宋学昌 8,931,458 

3 窦佩珍 6,804,920 

4 美乐投资 25,404,217 

合计 63,541,297 

2、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即为 11.38 元/股。 

3、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安排 

（1）交易对方富士达科技 

因本次重组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协议转让；且应遵守如下关于解锁的约定

安排： 

1）第一期解锁条件及解锁时间为：①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

且②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业绩承

诺期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业绩承诺期第一个年度，爱赛克的

实际净利润大于或等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第一

期可解锁股份数为富士达科技于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0%。如前

述条件未能予以全部满足的，第一期约定可解锁股份应当继续被锁定，直至爱赛

克的实际净利润三年累计大于或等于三年承诺净利润或虽未达到三年累计承诺

净利润但富士达科技及宋学昌、窦佩珍已按约定予以补偿后方可与第三期一并解

锁。 



第二期解锁条件及解锁时间为：①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且

②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业绩承诺

期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业绩承诺期第二个年度，爱赛克的实

际净利润大于或等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第二期

可解锁股份数为富士达科技于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5%。第二期

解锁股份仅限本期锁定的股份。如前述条件未能予以全部满足的，第二期约定的

可解锁股份应当继续被锁定，直至爱赛克的实际净利润三年累计大于或等于三年

承诺净利润或虽未达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富士达科技及宋学昌、窦佩珍已按

约定予以补偿后方可与第三期一并解锁。 

第三期解锁条件及解锁时间为：①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且

②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业绩承诺

期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业绩承诺期第三个年度，爱赛克的实

际净利润三年累计大于或等于三年承诺净利润或虽未达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

但富士达科技及宋学昌、窦佩珍已按约定予以补偿的，且③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无需实施补偿或富

士达科技及宋学昌、窦佩珍已进行相应补偿；于《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第

三期约定的可解锁股份数为富士达科技于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5%及尚未解锁的其余股份。 

2）本次重组完成后，富士达科技因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安排而发生的股份

回购或股份无偿赠与不受上述锁定期限制。 

3）本次重组完成后，富士达科技基于本次重组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4）富士达科技因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转让股份时需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安排有不同

意见的，富士达科技同意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

见对上述限售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2）交易对方宋学昌、窦佩珍 

1）因本次重组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业绩承诺期结



束前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协议转让；且应遵守如下

关于解锁的约定安排： 

第一期解锁时间为：①在业绩承诺期第三个年度结束后，且根据上市公司聘

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业绩承诺期第三个年度的《专项审核

报告》无需实施补偿或宋学昌、窦佩珍、天津富士达科技有限公司已进行相应补

偿，②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减值测试

报告》，无需实施补偿或宋学昌、窦佩珍、富士达科技已进行相应补偿。于《专

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为宋学昌、窦佩

珍各自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0%。 

第二期解锁时间为：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第二

期可解锁股份数为宋学昌、窦佩珍各自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5%。 

第三期解锁时间为：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的第二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宋学

昌、窦佩珍各自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剩余上市公司股份均可解除。 

2）本次重组完成后，宋学昌、窦佩珍因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安排而发生的

股份回购或股份无偿赠与不受上述锁定期限制。 

3）本次重组完成后，宋学昌、窦佩珍基于本次重组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4）宋学昌、窦佩珍因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转让股份

时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安排有不同

意见的，宋学昌、窦佩珍同意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意见对上述限售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3）交易对方美乐投资 

1）美乐投资因本次重组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协议转让。 

2）本次重组完成后，美乐投资因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安排而发生的股份回

购或股份无偿赠与不受上述锁定期限制。 

3）本次重组完成后，美乐投资基于本次重组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4）美乐投资因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转让股份时需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安排有不同

意见的，美乐投资同意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

对上述限售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三）资产过户情况 

1、天津爱赛克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681887662M）。本次变更后，天津爱赛克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2、天津天任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天

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746680612H）。本次变更后，天津天任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3、凤凰自行车 49%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101167956451278）。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凤凰自行车 51%

股权，本次变更后，公司合计持有凤凰自行车 100.00%股权，凤凰自行车成为上

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上会师报字（2020）第 9180 号）。根据《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止，爱赛克 100%股权及凤凰自行

车 49%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本次发行后，上海凤凰注册资本及股本由人

民币 402,198,947.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465,740,244.00 元。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富士达科技、宋学昌、窦佩珍和美乐投资合计发行的

63,541,29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五）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上海凤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手续已完成，

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交割、股份发行登记过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

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后至本公告书签

署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更。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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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生效，目前本次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履行前

述协议的条款，重组相关方均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

行为。 

（7）上市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实施。 

2、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涉

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效；上市公司已完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手续，

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在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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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结果 



1、收购爱赛克车业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数量 

发行股份的数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现金支付部分）÷发行价格。股份

数量根据前述公式计算并向下取整，小数不足 1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天津爱赛克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48,400.00 万元，其中 43,400.00

万元以公司向交易对方富士达科技、宋学昌、窦佩珍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按照

发行价格 11.38 元/股计算，向交易对方富士达科技、宋学昌、窦佩珍发行的股

份数量分别为 22,400,702 股、8,931,458 股和 6,804,920 股，合计发行股份数

量为 38,137,080 股。 

2、收购凤凰自行车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数量 

发行股份的数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股份数量根据前述公式

计算并向下取整，小数不足 1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凤凰自行车49%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28,910.00万元，按照发行价格 11.38

元/股计算，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404,217 股。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支付对价 

股份支付金额 发行股数（股） 
现金 

支付金额 
合计金额 

富士达科技 

天津爱赛克 

25,492.00 22,400,702 5,000.00 30,492.00 

宋学昌 10,164.00 8,931,458 - 10,164.00 

窦佩珍 7,744.00 6,804,920 - 7,744.00 

小计 43,400.00 38,137,080 5,000.00 48,400.00 

美乐投资 凤凰自行车 28,910.00 25,404,217 - 28,910.00 

合计 72,310.00 63,541,297 5,000.00 77,310.00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富士达科技 

公司名称 天津富士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2,974.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岳明军 



住所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泰安道与爱玛路交口 

成立日期 2014 年 03 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3091597147L 

经营范围 

自行车技术研发;自行车、助动自行车及配件、运动器材、滑板车生

产;铁木家具生产;自有厂房租赁;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业轻量化

材料研发、制造;有色金属材料加工;铝合金、镁合金、铝铜粉末合

金、铝硅粉末合金、轻合金有色金属、复合材料及其相关产品的研

发、制造;阳极氧化加工;自产产品销售;物业管理服务;仓储服务(危

险化学品除外);模具制造及销售;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电动摩托车、摩

托车研发、制造及销售;工业及专业设计服务;玩具(童车)制造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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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00%股权 

2、美乐投资 

公司名称 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6,2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翔宇 

住所 丹阳市司徒镇丹伏路 8 号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1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696789467B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项目管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轮椅及其配件、金属材

料、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除外)、橡胶制品、电线

电缆及一类医疗设备的销售;自行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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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王翔宇持股 51.00%；王国宝持股 29.00%；丹阳市丹盛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持股 20.00% 

3、宋学昌 

姓名 宋学昌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20109196503****** 

住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 

通讯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4、窦佩珍 

姓名 窦佩珍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20109196604****** 

住所 天津市大港区古林街****** 

通讯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古林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本次发行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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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金山区国资委持有上市公司 29.18%的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市公司 A 股前十

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1 金山区国资委   11,735.4739  29.18% 

2 美乐投资    3,933.9505  9.78% 

3 王翔宇      461.9980  1.15% 

4 陈庆华      143.2800  0.36% 

5 郁晨       52.9800  0.13% 

6 费瑞锋       47.2900  0.12% 

7 林金琰       45.6900  0.11% 

8 陈重新       43.6800  0.11% 

9 陈婉笑       35.9110  0.09% 

10 王完莲       34.8356  0.09% 

合计   16,535.0890  41.11%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 A 股

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1 金山区国资委 11,735.4739  25.20% 

2 美乐投资  6,474.3722  13.90% 

3 富士达科技  2,240.0702  4.81% 

4 宋学昌  893.1458  1.92% 

5 窦佩珍  680.4920  1.46% 

6 王翔宇  461.9980  0.99% 

7 陈庆华  143.2800  0.31% 

8 郁晨  52.9800  0.11% 

9 费瑞锋  47.2900  0.10% 

10 陈重新  46.1800  0.10% 

合计 22,775.2821  48.90%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金山区国资委将持有上市公司 25.20%的股份，仍为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中登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明》，本次发行

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更前股数 变更股数 变更后股数 

无限售流通股 230,598,947  0    230,598,947  

限售流通股 0 63,541,297  63,541,297  

小计 230,598,947  63,541,297  294,140,24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市公司通过本次收购行业内优质企业，实现主营业务的横向扩展，扩大了

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丰富了上市公司产品类型和销售渠道，提升了上市公司综合

实力。同时，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同属于自行车行业，在原材料、产品、技术研

发、业务和市场方面具有重叠及互补，通过本次交易，交易双方可充分发挥协同

效应，利用各自在原料采购、销售渠道、技术研发、生产管理等方面积累的优势

和经验，有效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扩大整体市场份额，增加业



务收入，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效应，从而切实提高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核心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版）》。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4 楼 

法定代表人：马骥 

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00 

经办人员：钟凌、董必成、侯鑫泽、王哲琪、赵君、霍志诚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楼 

负责人：顾功耘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经办人员：沈勇、方晓杰、李菁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文新报业大厦 25 楼 

负责人：张晓荣 

电话：021-52920000 

传真：021-52921369 

经办人员：唐慧珏、郭添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357 号 

负责人：孙磊 

电话：021-62261357 

传真：021-62257892 

经办人员：王飞犇、陈映华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

美乐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070 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凤凰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 

5、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0）第 9180 号）； 

6、《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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