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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893 号”文核准，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日升”、“上市公司”或“公司”）向赵世界、杨海根、

赵广新、常州来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来邦”）发行

69,568,452 股新股购买江苏斯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斯威克”或

“标的公司”）85%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757,575 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安信证券”）接

受委托，担任东方日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对东方日升本次交易发行的剩余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

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简介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简介 

2014 年 8 月 29 日，东方日升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893 号《关于核

准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赵世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中，东方日升向赵世界、杨海根、赵广新、常州来邦发行 69,568,452

股新股购买江苏斯威克 85%股权，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757,575 股募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6.72 元/股，

不低于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募集配套资金

所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6.05 

元/股），并且以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募集，最终实际发行价格

为 7.66 元/股。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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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斯威克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4 年 9 月 2 日，赵世界、杨海根、赵广新、常州来邦依法将合计持有江苏斯

威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85%的股权，过户至东方日升名下，常州市金坛工商行政管

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江苏斯威克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过户已经完成，东方日升已持有江苏斯威克 85%

的股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新增股本 69,568,452元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4]000372 号验资报告。 

2、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 

2014 年 9 月 17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编号为大华验字[2014]000373 号

的《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9 月 16 日止，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

到邹瀚枢、高翔、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6 家认购对象

缴纳的认购东方日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155,833,293.52 元。 

2014 年 9 月 16 日，安信证券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

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4 年 9 月 17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编号为大华验字[2014]000374 号

的《验资报告》：东方日升此次非公开发售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 元，发行数量 20,343,772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66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55,833,293.52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7,141,664.68 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8,691,628.84 元。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9 月 16 日，东方日

升已收到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20,343,772.00 元，增加资本

公积人民币 118,347,856.84 元。 

3、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2014 年 9 月 23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

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市公司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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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89,912,224 股，非公开发行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649,912,224 股。 

2014 年 10 月 16 日，东方日升本次新增股份 89,912,224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东方日升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89,912,224 股的登记和上市手

续。 

2015 年 1 月 6 日，东方日升就本次新增股份事宜在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

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关于所认购的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为购买江苏斯威克85%股权，上市公司向赵世界发行

40,971,433股股份、向杨海根发行12,276,786股股份、向赵广新发行12,227,971股

股份、向常州来邦发行4,092,262股股份，合计发行69,568,452股股份。该等股份

作如下锁定安排： 

1、股份解禁期间 

本次交易对方赵世界、杨海根、赵广新、常州来邦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利润承诺的可实现性，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后，

该等股份按比例分三次进行解禁，具体解禁期间为： 

（1）第一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 12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2014

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 

（2）第二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 12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2015

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 

（3）第三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 12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四年（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起。 

2、股份解禁比例 

上述各解禁期满后，赵世界、杨海根、赵广新、常州来邦各次股份解禁数量

计算过程如下： 

（1）第一次解禁比例=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度、第二年度承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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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数之和÷各利润补偿期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2）第二次解禁比例=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度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各利润补偿期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3）第三次解禁比例=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第四年度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各利润补偿期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上述计算公式中净利润均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计算依据。 

第一次解禁的股份数量为根据上述解禁比例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利润

补偿期间第一年度、第二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第二次解禁的

股份数量为根据上述解禁比例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度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第三次解禁的股份数量为根据上述解禁比例

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利润补偿期间第四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资产减值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如扣除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后实际可解禁数量

小于或等于 0 的，则交易对方当年实际可解禁股份数为 0，且次年可解禁股份数

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 

3、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赵世界、杨海根、赵广新及常州来邦签署的《关于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及其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承诺：江苏斯威克2013年净利润数不低于5,050万元，

2014年净利润数不低于7,550万元，2015年净利润数不低于10,200万元，2016年净

利润数不低于11,550万元，净利润数为当年江苏斯威克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4]31050067 号

《审计报告》，江苏斯威克 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186.9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5,421.82 万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5,115.51 万元，标的

公司 201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达到上述业绩承诺。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5]002031号《东

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江苏斯威克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48,049.9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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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3.00万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7,980.66万元，标的公司2014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达到上述业绩承诺。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6]000875号《东

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江苏斯威克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75,000.1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470.63万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10,397.21万元，标的公司2015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达到上述业绩承诺。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2062号《东

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江苏斯威克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79,730.8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77.60万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11,890.12万元，标的公司2016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达到上述业绩承诺。 

4、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3172号《东

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于

2016年12月31日，江苏斯威克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为86,588万

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江苏斯威克85%股权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73,599.80万

元，扣除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后，没有发生减值。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为募集配套资金，公司向邹瀚枢非公开发行2,037,859股股份、

向高翔非公开发行3,140,992股股份、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60,052股股份、向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3,916,292股股份、

向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2,034,378股股份、向招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7,154,199股股份，合计发行20,343,772股股份。

该等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三、公司自本次交易实施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后，上市公司股本为649,912,224股。 

根据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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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关于<东方日升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通过的《东方日升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上市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对象为194

人，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4,681,700股，新增股份于2015年9月30日在深

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674,593,924股。 

上市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2016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东方日升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的9名激励对

象所持有的503,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已于2016年12月16日完

成。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74,593,924股减至674,090,924股。 

上市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东方日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实际授予对象为5人，预留部分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930,000股，新增股份于2016年12月28日在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述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677,020,924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61号）核准，上市公司于2017年3月非公

开发行新股227,596,017股，新增股份于2017年4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904,616,941股。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赵世界、杨海根、赵广新及常州来邦

所持限售股自发行结束之日已满12个月，标的公司江苏斯威克2013年、2014年、

2015年、2016年均完成相关业绩承诺，且标的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况，则前述交易

对方所持限售股均已满足上市流通的条件。 

赵世界、杨海根、赵广新、常州来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数量分别为13,776,421股、4,128,003股、4,111,589股、1,376,001股；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9%；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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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共4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7月28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股） 

本次上市流

通股数量

（股） 

本次上市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剩余限售

股份数量

（股） 

1 赵世界 13,776,421 13,776,421 1.52  - 

2 杨海根 4,128,003 4,128,003 0.46  - 

3 赵广新 4,111,589 4,111,589 0.45  - 

4 
常州来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76,001 1,376,001 0.15  - 

合计 23,392,014 23,392,014 2.59 - 

注：比例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形成。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前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436,197,876 48.22  -23,392,014 412,805,862 45.63  

高管锁定股 165,354,755 18.28  - 165,354,755 18.28  

首发后限售股 250,988,031 27.75  -23,392,014 227,596,017 25.1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855,090 2.19  - 19,855,090 2.19  

二、无限售条件股 468,419,065 51.78  +23,392,014 491,811,079 54.37  

三、股份总数 904,616,941 100.00  - 904,616,941 100.00  

五、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23,392,014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相关股东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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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郭明新                      田士超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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