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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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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9,204,683 股 

发行价格：15.87 元/股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发行股数（万股） 交易作价（万元） 

1 五洲控股 16,956,521.00 26,910.00 

2 吴岳民 6,210,200.00 9,855.59 

3 吴晓俊 3,343,953.00 5,306.85 

4 潘国军 174,935.00 277.62 

5 张鉴 262,403.00 416.43 

6 俊龙投资 1,312,018.00 2,082.17 

7 悦龙投资 944,653.00 1,499.16 

 合计 29,204,683.00 46,347.84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交易对方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控股”）、

吴岳民、吴晓俊、张鉴、潘国军、新昌县俊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俊龙投资”）、新昌县悦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悦龙投资”）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洲控股同时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五洲新春股票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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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交易对方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也应计入本次认购数量并遵守前述规定。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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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过户情况 

2018 年 10 月 30 日，标的资产新龙实业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向浙

江省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工商变更登记申请。2018 年 10 月 31 日，新

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签发了《营业执照》。 

根据新龙实业提供的内部决策文件、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备案文件

等，本次变更后，标的资产浙江新龙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

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过户义务，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效，新龙

实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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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 年 3 月 17 日，五洲控股与五龙投资分别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交

易相关事项； 

2018 年 3 月 17 日，俊龙投资与悦龙投资分别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本

次交易相关事项； 



 

2018 年 3 月 17 日，新龙实业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五洲控股、吴岳民、吴

晓俊、俊龙投资、悦龙投资、五龙投资、张鉴和潘国军将其持有的新龙实业 100%

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 

2018 年 4 月 8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五洲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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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5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重组

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2018 年 6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10 月 11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五洲新

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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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607 号）核准。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相关批准的取得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重组可按照已经获得的批准予以实施。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在中国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12

个月内实施完毕。 

3、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与五洲控股、五龙投资、吴岳民、吴晓俊、张鉴、潘国军、俊龙投

资、悦龙投资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购买上述股东持有的新龙实业 100.00%股权。本次公司向五洲控股、吴

岳民、吴晓俊、张鉴、潘国军、俊龙投资、悦龙投资这 7 位交易对方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29,204,683.00 股，购买其持有的新龙实业 77.5%股权，价值

46,347.84 万元。上市公司向前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安排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发行股数（万股） 交易作价（万元） 

1 五洲控股 16,956,521.00 26,910.00 

2 吴岳民 6,210,200.00 9,855.59 

3 吴晓俊 3,343,953.00 5,306.85 

4 潘国军 174,935.00 277.62 

5 张鉴 262,403.00 416.43 

6 俊龙投资 1,312,018.00 2,082.17 

7 悦龙投资 944,653.00 1,499.16 

 合计 29,204,683.00 46,347.84 

 

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前述交

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

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为定

价基准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日、60 日、120 日股票均价情况如下： 

项目 前 20 个交易日 前 60 个交易日 前 120 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元） 22.14 23.18 23.59 

交易均价的 90%（元） 19.93 20.86 21.23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20.8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

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五洲新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上市公司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5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鉴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如下：调整后的

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20.87-0.25）/（1+0.3）=15.87 元/股。 

5、发行股份锁定期 

五洲控股、吴岳民、吴晓俊、张鉴、潘国军、俊龙投资、悦龙投资承诺：所

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五洲控股同时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五洲新春股票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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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交易对方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也应计入本次认购数量并遵守前述规定。 

8、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8 年 10 月 30 日，标的资产新龙实业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向浙

江省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工商变更登记申请。2018 年 10 月 31 日，新

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登记，并签发了《营业执照》。 

根据新龙实业提供的内部决策文件、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备案文件

等，本次变更后，标的资产浙江新龙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

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过户义务，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效，新龙

实业成为五洲新春的全资子公司。 

（四）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2018 年 11 月 12 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天健验 2018〔434〕号）（以下简称“验资报告”），上市公司已就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29,204,683 股股份办理了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手

续。 

通过本次发行，上市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9,204,683 元，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92,324,683 元，股本为 292,324,683 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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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已履行法定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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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与五洲新春已经完成新龙实业 100%股权的交付与过户，并已经

完成相应的工商备案登记，五洲新春已完成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五洲新春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

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五洲新春尚需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并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向上交所申请办理

新增股份上市手续。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组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

易前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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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交易各方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除已履行

完毕的承诺及已提示的风险事项外，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重组相

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和实质障碍。 



 

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上市公司具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2、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浩律师认为：五洲新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法、有效；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交易各方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相关议案获得合法、有效通

过；五洲新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标的资产已依法完成过户，并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备案登记，五洲新春已完成办

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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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五洲新春资金或五洲新春为关联方

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部分协议及承诺尚

需继续履行。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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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对象 

1、五洲控股 

公司名称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设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16 日 

注册地 新昌县南明街道南门外 100 号 23 幢 4 楼 



 

主要办公地 新昌县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624586263704P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销售；竹本

工艺品、针纺织品、纺织原料（不含棉花、白厂丝）、服装、建

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通用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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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吴岳民 

姓名 吴岳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419600624**** 

住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凤山新村**幢**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五龙岙 

是否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3、吴晓俊 

姓名 吴晓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419840623**** 

住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凤山新村**幢**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五龙岙 

是否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4、张鉴 

姓名 张鉴 

曾用名 张钅监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419731118**** 



 

住所 浙江省新昌县人才公寓 9 幢****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五龙岙 

是否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5、潘国军 

姓名 潘国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419710214****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儒岙镇屋沿坑村***号 

通讯地址 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是否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6、俊龙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4MA29EDFKXF 名称 
新昌县俊龙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岳民 

成立日期 2017 年 10 月 19 日 

住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凤山佳苑 1 幢 1 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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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悦龙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4MA29EDFL8F 名称 
新昌县悦龙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晓俊 

成立日期 2017 年 10 月 19 日 

住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凤山佳苑 1 幢 1 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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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之一为五洲控股，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峰、俞越蕾均担任五洲控股董事，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购

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截止 2019 年 2 月 28 日，公司前 10 名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张峰 69,621,123 26.46 

2 王学勇 26,188,237 9.95 

3 俞越蕾 19,281,618 7.33 

4 
新昌县蓝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70,5695 4.07 

5 张玉 9,782,790 3.72 

6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066,260 3.07 

7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7,893,600 3.00 

8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906,900 2.63 

9 俞云峰 4,933,500 1.88 

10 张天中 4,662,158          1.77 

合计 168,041,881 63.8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截止 2019 年 3 月 7 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张峰 69,621,123 23.82 

2 王学勇 26,188,237 8.96 

3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23,863,421 8.16 

4 俞越蕾 19,281,618 6.60 

5 
新昌县蓝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705,695 3.66 

6 张玉 9,782,790 3.35 



 

7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066,260 2.76 

8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7,893,600 2.70 

9 吴岳民 6,210,200 2.12 

10 俞云峰 4,933,500 1.69 

合计 186,546,444 63.82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张峰，实际控制人均为张峰、俞越

蕾夫妇，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149,633,055 56.87 29,204,683 178,837,738 61.18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13,486,945 43.13 - 113,486,945 38.82 

三、股份总数 263,120,000 100.00 29,204,683 292,324,68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对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

况、盈利能力及公司治理情况等方面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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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1、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住所 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 号丁香国际中心东塔 

联系电话 021-6989-2346 



 

传真 021-6858-3116 

项目联系人员 杨伟朝、程梦思、陆晓航、饶毅杰、李治峰、周志星、盛科 

 

2、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李强 

地址 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433320 

经办律师 秦桂森、罗端 

 

3、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余强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 8 号华联时代大厦 A 幢 6-8 层 

联系电话 0571-88879999 

传真 0571-88879010 

经办注册会计师 黄继佳、程洪祯 

审阅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胡少先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29 层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 傅芳芳、叶怀敏 

 

4、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幽燕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 8 号华联时代大厦 A 幢 12 层 

联系电话 0571-88879326 



 

传真 0571-88879992 

经办资产评估师 梁雪冰、卢怡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

五洲新春集团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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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607 号） 

（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

434 号） 

（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五洲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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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五洲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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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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