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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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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72,562股  

发行价格：4.41元/股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1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26,984 18,199,999.44 12 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9,523 16,799,996.43 12 个月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40,589 79,999,997.49 12 个月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37,868 49,999,997.88 12 个月 

5 徐忠杰 657,598 2,900,007.18 12 个月 

合计 38,072,562 167,899,998.42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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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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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星湖科技在 2019年1月24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2018年3月29日，久凌制药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2、2018年3月29日，星湖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

的预案； 

3、2018年5月25日，星湖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组的草案； 

4、2018年9月28日，星湖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组的加期审计及补充评估等事宜； 

5、2018年10月19日，广新集团完成了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6、2018年10月19日，广东省国资委及广新集团批准了本次重组方案； 

7、2018年10月22日，星湖科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组的草案； 

8、2019年1月23日，星湖科技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肇庆星

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国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98号），核准本次重组。 

9、2019年1月28日，久凌制药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本次交易股权交割

完成； 

10、2019年2月1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办理完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55,553,139股的登记

手续； 

11、2019年4月2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办理完毕配套融资新增股份38,072,562股的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12

个月内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 

3、发行股票的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19年4月

3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4.90元/股的90%，即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为4.41元/股。 

4、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8,072,562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167,899,998.42元。认购对象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本次发行股份

占发行后股本

的比例 

1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26,984 18,199,999.44 0.5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9,523 16,799,996.43 0.52%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40,589 79,999,997.49 2.45%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37,868 49,999,997.88 1.53% 

5 徐忠杰 657,598 2,900,007.18 0.09% 

合计 38,072,562 167,899,998.42 5.15% 

5、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5名。本次发行所有获配对象获配的金额、比例、价格、锁定

期均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

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在锁定期内，获配投资者



的委托人或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三）验资情况 

2019年4月17日，大华会计师出具了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136号），

经审验，截至2019年4月17日，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5家认购对象缴纳认购星湖科技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

167,899,998.42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柒佰捌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捌元肆角

贰分）。2019年4月17日，安信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

款。 

2019年4月18日，大华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135号），

经审验，星湖科技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8,072,562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4.4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67,899,998.42元，扣除发行费用

9,684,502.38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8,215,496.04元，其中计入

股本38,072,562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20,142,934.04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739,019,166.00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登记结算公司已根据星湖科技提交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进

行了相关股份的变更登记，登记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数量为38,072,562股，股份总量

变更为739,019,166股。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

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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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有关规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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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法律顾问意见 

竞天公诚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

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为依法完成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不在《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发行不

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

等形式间接参与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38,072,562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量变更为

739,019,166股。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1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26,984 18,199,999.44 12 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9,523 16,799,996.43 12 个月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40,589 79,999,997.49 12 个月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37,868 49,999,997.88 12 个月 

5 徐忠杰 657,598 2,900,007.18 12 个月 

合计 38,072,562 167,899,998.42 
 

（二）发行对象及其基本情况 

1、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秦军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25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2 楼 215 室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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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卓 

成立日期 1999 年 4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A009 号经营） 

3、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3,8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成立日期 1998 年 4 月 9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
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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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徐忠杰 

姓名 徐忠杰 

身份证号 31010919********** 

住址 上海市虹口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联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9年3月29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1,303,806 17.31 

2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84,830,000 12.10 

3 张国良 24,417,958 3.48 

4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049,619 2.58 

5 张凤 16,330,528 2.33 

6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2.14 

7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900,400 1.13 

8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83,000 0.97 

9 罗瑞云 5,800,000 0.83 

1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4,000,000 0.57 

合计 304,415,311 43.44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股份变动后，截至2019年4月25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1,303,806 16.41 

2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84,280,000 11.40 

3 张国良 24,417,958 3.30 

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18,140,589 2.45 

5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049,619 2.44 

6 张凤 16,330,528 2.21 

7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2.03 

8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11,337,868 1.53 

9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83,000 0.92 

10 罗锐佳 5,650,000 0.76 

合计 321,293,368 43.45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截至2019年4月20日，广新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21,303,80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31%，为星科技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

广新集团持有星湖科技16.41%股票所对应的表决权，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新

集团控股股东地位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实际控制人地位没发生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各类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55,553,139 7.93% 38,072,562 93,625,701 12.67%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645,393,465 92.07% - 645,393,465 87.33% 

  股份总额           700,946,604 100% 38,072,562 739,019,166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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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修订稿）》。 

六、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2号楼 

电话：010-83321163 

传真：010-83321155 

项目主办人：吴义铭、陆梓楠 

（二）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赵洋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电话：010-58091000 

传真：010-58091100 

经办律师：任为、何鹏程 

（三）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2层 

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广旭、梅京 

（四）标的资产评估机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勇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13层 

电话：010-58383636 

传真：010-65547182 

经办资产评估师：马明东、沈立军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二）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三）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9]000135号”《验

资报告》和 “[2019]000136号”《验证报告》； 

（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肇庆

星湖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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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

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五）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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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之非公开发行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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