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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苏州安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吴桂冠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1325 号），批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核

准公司向吴桂冠发行 35,980,350 股股份，向吴镇波发行 33,594,386 股股份，向柯

杏茶发行 21,378,246 股股份，向练厚桂、黄庆生分别发行 14,172,632 股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 150,827.00 万元的配套资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安信证券”）作为安洁

科技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安信证券对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

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向贵会汇报如下： 

一、发行概况 

安洁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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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包

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及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本次股份发行仅指本次交易中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份另行发行。 

（一）发行对象 

本次股份发行为安洁科技向吴桂冠、吴镇波、柯杏茶、练厚桂、黄庆生等五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对象的情况如下： 

1、吴桂冠 

（1）基本情况 

姓名 吴桂冠 

曾用名 吴坚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2522196606******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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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前，吴桂冠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比例将达到 5%的应视同为上市

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吴桂冠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达到 5.10%、吴镇波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达到 4.76%（未考虑配套融资），吴桂冠和吴镇波为表兄弟

关系，根据《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吴桂冠和吴镇波在本次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

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将超过 5%，应视为安洁科技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外，发行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近一年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吴镇波 

（1）基本情况 

姓名 吴镇波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2522198205******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坳背路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坳背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前，吴镇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比例将达到 5%的应视同为上市

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吴桂冠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达到 5.10%、吴镇波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达到 4.76%（未考虑配套融资），吴桂冠和吴镇波为表兄弟

关系，根据《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吴桂冠和吴镇波在本次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

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将超过 5%，应视为安洁科技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外，发行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一年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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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柯杏茶 

（1）基本情况 

姓名 柯杏茶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520197304****** 

住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文昌二路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文昌二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外，发行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近一年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练厚桂 

（1）基本情况 

姓名 练厚桂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61976****** 

住所 江苏省仪征市大庆南路 

通讯地址 江苏省仪征市大庆南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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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外，发行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近一年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黄庆生  

（1）基本情况 

姓名 黄庆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527196611******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粤华路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粤华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外，发行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近一年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二）发行价格 

公司聘请东洲评估对威博精密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

告》（东洲评报字【2017】第 0108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采用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并以收益法确定评估结果，威博精密 100%

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340,200.00 万元，交易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威博精

密 100%股权交易总对价为 340,000.00 万元。 

本次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参考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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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即为 30.22 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2016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以及 2017 年 5 月 12 日公告的《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以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前总股本 388,848,3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上市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实施上述权益分派。根据此次权益分派情况，调整后的

发行价格为 19.95 元/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安洁科技将持有威博精密 100%股权。本次购买标的资产

支付的对价分别通过发行股份和现金形式支付，其中以安洁科技股份支付交易对

价的比例为 70%，以现金支付交易对价的比例为 30%。按照上述交易价格计算，

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

威博精密股

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万元） 股票（股） 

1 吴桂冠 30.16 102,544.00 30,763.20  35,980,350  

2 吴镇波 28.16 95,744.00 28,723.20  33,594,386  

3 柯杏茶 17.92 60,928.00 18,278.40  21,378,246  

4 黄庆生 11.88 40,392.00 12,117.60  14,172,632  

5 练厚桂 11.88 40,392.00 12,117.60  14,172,632  

合 计 100.00 340,000.00 102,000.00 119,298,246 

注：交易对方经计算得出的安洁科技股票数量若有小数，四舍五入取整后得到向各方

合计应发行的股票数量。因为尾差的关系，吴桂冠自愿放弃 1 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 119,298,246 股股票作为股份对价部分购买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其中向吴桂冠发行 35,980,350 股、向吴镇波发行 33,594,386

股、向柯杏茶发行 21,378,246 股、向练厚桂发行 14,172,632 股、向黄庆生发行

14,172,632 股，符合贵会《关于核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桂冠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1325 号）及发行人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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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锁定期 

交易对方中吴桂冠、练厚桂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安洁科技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安洁科技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且利润承诺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吴桂冠、练厚桂可申请解锁股份=

吴桂冠、练厚桂本次认购股份-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有）。 

交易对方中吴镇波、柯杏茶、黄庆生由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安洁科技股份按照

以下方式解锁： 

（1）吴镇波、柯杏茶、黄庆生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安洁科技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自吴镇波、柯杏茶、黄庆生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安洁科技股份上市之日

起满 24 个月，且利润承诺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可申请解锁股份=吴镇波、柯

杏茶、黄庆生本次认购股份总数×42%-当年已补偿的股份（如有）。若第一次申

请解锁的股份处于锁定期内，已解锁股份应于锁定期结束后方可转让； 

 （3）自吴镇波、柯杏茶、黄庆生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安洁科技股份上市之日

起满 36 个月，且利润承诺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吴镇波、柯杏茶、黄庆生可

申请解锁股份=吴镇波、柯杏茶、黄庆生本次认购股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

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有）。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安洁科技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安洁科技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锁

定期，则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双方的批准和授权 

1、安洁科技的决策程序 

2017 年 1 月 9 日，安洁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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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见。 

2017 年 1 月 9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

案，并就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定价基准日进行了变更。 

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2017 年 4 月 7 日，安洁科技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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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议案。 

2017 年 5 月 11 日，安洁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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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威博精密的决策程序 

2017 年 1 月 6 日，威博精密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将威博精密 100%的股

份转让给安洁科技的相关议案。 

（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6 月 2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通

过。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苏州安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吴桂冠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1325 号），批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核

准公司向吴桂冠发行 35,980,350 股股份、向吴镇波发行 33,594,386 股股份、向柯

杏茶发行 21,378,246 股股份、向练厚桂发行 14,172,632 股、向黄庆生发行

14,172,63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

150,827.00 万元的配套资金，有效期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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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商务部的批准 

2017年8月1日，安洁科技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

知》（商反垄初审函[2017]第19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

五条，经初步审查，决定对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

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经核查，安信证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过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同时取得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了商务部反垄断局

的审查批准。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相关资产过户 

2017 年 8 月 1 日，经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威博精密就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博

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322770972367D 的《营业

执照》，其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千万元 

住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小金村柏岭工业区（一照多址） 

法定代表人：王春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手机、电脑、可穿戴技术产品及其他数码电

子产品的精密配件；新材料的开发；粉末冶金、液态金属、压铸等新工艺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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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2005 年 3 月 11 日 至 2055 年 3 月 10 日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安洁科技依法取得威博精密 100%股权。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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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 日，公证天业会计师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配套募集资金暨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

报告》（苏公 W[2017]B103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119,298,246.00 元，截至 2017 年 8 月 1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5,422,265.00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705,422,265.00 元。 

（三）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7年8月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

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7年8月15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

规则的规定，2017年8月15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本次发行的律师发表意见情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股票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

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事务所认为：安洁科技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取得了必要

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发行过程符合《证券法》、《重

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安信证券对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安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已经

过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了商务部经营者集中

审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并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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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雷晓凤                  杨祥榕 

 

 

法定代表人： 

 

 

 

 

 

 

 

 

              

王连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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