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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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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82,92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4.85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一重集团 319,782,927 36 个月 

合计 - 319,782,927 - 

 

 预计上市时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

人或中国一重）已于 2017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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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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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6 年 9 月 5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有关议案。 

2016 年 10 月 11 日，发行人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 

2017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6 年 9 月 12 日，国防科工局作出《国防科工局关于中国第一重型机械

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16]969 号），

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已取得《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

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需取得的批准。 

2016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关于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家产权[2016]1103 号），同意发行

人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已取得国资委 125 号文规定所需取得的批准。 

2017 年 8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召开审核工作会议，审核通

过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7 年 9 月 29 日，发行人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645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9,782,927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境内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319,782,927 股 

3、发行价格：人民币 4.85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50,947,195.95 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 11,280,290.03 元（含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576,792.45 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40,243,698.37 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16 年 9 月 6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4.85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重集团）

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指定的收款账户。 

2017 年 10 月 12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

验字(2017) 020026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11 日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专用账户，即主承销商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营业部开立的 31050136360000001963 号账户已收到中国一重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壹拾伍亿伍仟零玖拾肆万柒仟壹佰玖拾伍元玖角伍

分（RMB1,550,947,195.95 元）。 

2017 年 10 月 12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

额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

验字（2017）020027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

止，发行人已向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319,782,927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8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50,947,195.95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法律顾问费、验资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11,280,290.03 元（含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576,792.4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540,243,698.37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9,782,927.00

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220,460,771.37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10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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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

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

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

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一重集团，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定义的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或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程序。 

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及结果均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律师事务所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 



2、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本次发行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本次发行过程中的

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4、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319,782,927 股，各认购对象的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一重集团 319,782,927 36 个月 

合计 - 319,782,927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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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一重集团 

（1）一重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西 

法定代表人：刘明忠 

注册资本：2,334,942,190.68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01285125661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成立日期：1960 年 6 月 2 日 



（2）股权关系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一重集团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3）主营业务及经营成果 

一重集团是目前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中的 53 户涉及国家安全和国

民经济命脉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是国务院国资委 100%控股的国有独资企

业，注册资本 233,494.22 万元。截至目前一重集团本身并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

除持有中国一重 63.88%股权外，一重集团不存在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4）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一重集团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04,285.34 3,437,548.46 

负债总额 2,369,152.12 2,104,734.48 

所有者权益 1,335,133.22 1,332,813.98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98,634.46 320,451.11 

利润总额 3,950.43 -547,362.58 

净利润 1,956.51 -573,001.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57.88 -350,142.43 



注：2016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5）发行对象及其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情况 

一重集团及其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6）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一重集团及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7）最近一年一重集团与发行人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除发行人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发行人与发行

对象及其他关联方未发生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8）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一重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

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进行，同时发行人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的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060,780,961 62.11% 流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88,493,032 1.35% 流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153,849 0.94% 流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0,825,500 0.62% 流通股 

林富英 境内自然人 15,713,604 0.24% 流通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薛卓丹 境内自然人 11,646,100 0.18% 流通股 

许锡龙 境内自然人 10,566,091 0.16% 流通股 

周伟青 境内自然人 9,020,868 0.14% 流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8,038,800 0.12% 流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8,038,800 0.12% 流通股 

合  计 - 4,314,277,605 65.98% -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7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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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4,380,563,888 63.88% 319,782,927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8,493,032 1.29% 0 

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093,849 0.88% 0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825,500 0.60% 0 

5 林富英 15,734,004 0.23% 0 

6 许锡龙 13,111,991 0.19% 0 

7 薛卓丹 11,652,600 0.17% 0 

8 黄世鑫 9,050,000 0.13% 0 

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0 

1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0 

合  计 4,635,602,464 67.61% 319,782,927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一重集团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319,782,927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319,782,927 319,782,927 4.66%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6,538,000,000 100.00% - 6,538,000,000 95.34% 

合计 6,538,000,000 100.00% 319,782,927 6,857,782,927 100.00% 

本次发行前，一重集团直接持有发行人 62.11%的股权，为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国务院国资委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对象为一重集团，发行完成后

一重集团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上升至 63.88%，仍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国务

院国资委仍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71.85%。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

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资产负债比率过低，财务

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由于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足发行人因偿还一重集团委托贷款

和往来款 155,094.72 万元所形成的资金缺口，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的业务及

收入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暂无因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及其结构进行调整的

事项。若未来发行人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产生新的重大关联交易。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保荐代表人：洪华忠、张信 

项目协办人：刘进华 

其他经办人员：贺南涛、王拯东、赵崇安、蔡至欣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负责人：郭斌 

经办律师：吴俊霞、吕丹丹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文先 

签字会计师：闫丙旗、李玉平 

（四）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文先 

签字会计师：闫丙旗、李玉平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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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

告》；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第一重

型机械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

意见》； 

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验字[2017]020027

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2017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