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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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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担任南通锻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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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

南通锻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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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广东华商律师事务

所关于南通锻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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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锻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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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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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广东华商律师事务

所关于南通锻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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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锻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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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 

中国证监会已于 2018 年 5 月作出《关于核准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

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06 号），核准本次交易。现本所律师就本次交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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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中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司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司以

本次交易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

的简称及含义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中相同用语的简称及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

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股份认购协议》《报告书》

南通锻压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以及南通锻压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决议等本次交易相关文件，本次交易方案如下： 

本次交易包括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及向不超过 5 名

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募集配套资金以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履行及实施。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

或募集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不足部分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 

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中，南通锻压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向古予舟、伍原汇锦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亿家晶视 70%的股权，其中古予舟

拟转让其持有的亿家晶视 0.70%的股权，伍原汇锦拟转让其持有的亿家晶视

69.30%的股权。标的资产总交易对价为 92,400 万元，股份对价及现金对价占本

次收购总交易对价的比例分别为 55%和 45%。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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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拟转让 

股权比例 

（%） 

交易作价 

（元）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金额（元） 
占比 

（%） 
金额（元） 

占比 

（%） 

古予舟 0.70 9,240,000 5,082,000 55.00 4,158,000 45.00 

伍原汇锦 69.30 914,760,000 503,118,000 55.00 411,642,000 45.00 

合计 70.00 924,000,000 508,200,000 55.00 415,800,000 45.00 

在募集配套资金交易中，南通锻压拟以竞价方式向包括安民投资（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在内的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4,58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

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份

数量不超过 25,600,000 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募集配套

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等交易税费。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南通锻压将持有亿家晶视 70%的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二、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以下批准和授权： 

（一）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1、2017 年 10 月 26 日，南通锻压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南通锻压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

确认意见，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2017 年 11 月 13 日，南通锻压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10 月 26 日，伍原汇锦全体合伙人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

将伍原汇锦持有的亿家晶视 69.30%的股权以 91,476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南通锻

压，南通锻压以向伍原汇锦发行股份及现金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同意伍原

汇锦与南通锻压就本次交易签署《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并按

照该等协议履行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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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10 月 26 日，亿家晶视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古予舟、伍

原汇锦分别将其持有的亿家晶视 0.70%、69.30%股权以 924 万元及 91,476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南通锻压；全体股东均放弃对前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四）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10 月 26 日，安民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并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参

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同意安民投资与南通锻压就本次交易签署《股份认购

协议》。 

（五）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18 年 5 月，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九

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806 号），核准南通锻压向伍原汇锦发行 17,968,500 股

股份，向古予舟发行 181,50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 44,580 万元；该批复文件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买资产协议》等相

关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满足，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件。  

三、 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古予舟、伍原汇锦合计持有的亿家晶视 70%的股权，

经查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如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已核准亿家晶

视 70%的股权转让至南通锻压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亿家晶视核发了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7733978L），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依法和依约完成了将标的资产交付给南通锻压的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交易对方已履行

将标的资产交付给南通锻压的义务，南通锻压现合法持有标的公司 70%的股权，

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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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报告书》《购买资产协议》等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南通锻压尚需按照《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

支付购买标的公司 70%的股权的现金对价； 

2、南通锻压尚需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的股份发行、

登记和上市手续； 

3、南通锻压尚需办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的股份发行、登记和上市手续； 

4、南通锻压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等事宜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5、本次交易各方应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交易协议及各项承诺，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述相关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相

关的交易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满足，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

件；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南通锻压现合法持有标的公司 70%

的股权，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

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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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锻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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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

意见书》的签署页）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高  树                                       邓  磊 

                                                                                                         

                                                                       

                                                          李聪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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