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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仅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募集配套

资金部分的股份另行发行。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1.56 元/股。 

三、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130,660,886 股，不考虑后续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516,580,886 股。 

四、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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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受理公司递交的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登记申请。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公司声明 

一、公司及全体董事承诺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

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

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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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

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存在任何疑问，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六、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全文及

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承诺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李勇：               杨一鸣：              骆棋辉：           

 

 

柯静：               陈永倬：              柯诗静：           

 

 

罗党论：             张乐忠：              董皞：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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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青松股份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诺斯贝尔 指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诺斯贝尔 指 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维雅 指 中山维雅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富盈泰 指 中山合富盈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协诚通 指 中山协诚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山瑞兰 指 中山瑞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科南头 指 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科白云 指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中科阜鑫 指 中山中科阜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川君度 指 

银川君度尚左股权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9 年

5 月 5 日更名为宁波君度尚左股权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敏成 指 上海敏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腾逸源远一号私募基金 指 中山市腾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腾逸源远一号私募基金 

千行日化 指 共青城千行日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千行智高 指 珠海千行智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千行智安 指 珠海千行智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诺

斯贝尔 9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告书 指 

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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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

公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交易各方 指 

上市公司、香港诺斯贝尔、中山维雅、腾逸源远一号私

募基金、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

山瑞兰、银川君度、上海敏成、中科阜鑫、千行智高、

千行日化、千行智安、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刘建

新及吕敏强 



交易对方 指 

香港诺斯贝尔、中山维雅、腾逸源远一号私募基金、合

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山瑞兰、银

川君度、上海敏成、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化、

千行智安、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刘建新及吕敏强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标的

股权 
指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诺斯贝尔 90%股份 

《资产购买协议》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

品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林世达、张美莹关于福建青松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福

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等交易对方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银川君度尚左股权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交易对方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和《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维雅

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之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合称 

《利润补偿协议》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

品有限公司等业绩补偿方之利润补偿协议》 

《评估报告》 指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建青松股份有

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所涉及的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386 号） 

评估基准日 指 2018 年 7 月 31 日 

《公司章程》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广信 指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公告书中出现的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形均因四舍五入造

成。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青松股份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香港诺斯贝

尔、中山维雅、腾逸源远一号私募基金、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

通、中山瑞兰、银川君度、上海敏成、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化、千行智

安、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刘建新及吕敏强，共 19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诺斯贝尔 90%股份。 

根据中广信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386 号），截至评估

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诺斯贝尔 100%股份的评估值为 270,420.77 万元。上

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参考前述评估价值，并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诺斯贝

尔 100%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270,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的诺斯贝尔 90%股份交

易价格定为 243,000 万元。结合承担利润补偿责任、服务期限和竞业禁止、股份

锁定、支付对价方式等因素，交易对方出售股份采取差异化定价，但交易对方出

售股份的交易作价合计仍为 243,000 万元。其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

付 151,044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91,956 万元。 

各交易对方的出售股份比例、交易对价、对价支付方式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出售股份

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1 
香港诺斯

贝尔 
22.8550%  84,284.93  29,499.73 35.00% 54,785.20 65.00% 

2 中山维雅 14.6023%  30,226.69  9,068.01 30.00% 21,158.68 70.00% 

3 

腾逸源远

一号私募

基金 

8.7802%  32,379.67  32,379.67 100.00%  -    - 

4 合富盈泰 6.9739%  16,737.45  3,347.49 20.00% 13,389.96 80.00% 

5 中科南头 6.7717%  14,017.36  4,205.21 30.00% 9,812.15 70.00% 

6 中科白云 4.8805%  10,102.54  3,030.76 30.00% 7,071.78 70.00% 

7 协诚通 4.8669%  11,680.45  2,336.09 20.00% 9,344.36 80.00% 

8 中山瑞兰 4.7881%  11,491.44  2,298.29 20.00% 9,193.16 80.00% 

9 银川君度 4.6810%  9,689.71  - - 9,689.71 100.00% 

10 上海敏成 2.8895%  5,981.30  1,794.39 30.00% 4,186.91 70.00% 



 

序

号 
交易对方 

出售股份

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11 林添大 2.1394%  4,428.51  1,328.55 30.00% 3,099.96 70.00% 

12 孙志坚 1.6300%  3,374.16  1,012.25 30.00% 2,361.91 70.00% 

13 陈咏诗 1.2595%  2,607.14  782.14 30.00% 1,825.00 70.00% 

14 中科阜鑫 1.2453%  2,577.82  773.35 30.00% 1,804.48 70.00% 

15 千行智高 0.6516%  1,348.73  - - 1,348.73 100.00% 

16 千行日化 0.4742%  981.64  - - 981.64 100.00% 

17 千行智安 0.3683%  762.32  - - 762.32 100.00% 

18 刘建新 0.1416%  325.78  97.73 30.00% 228.05 70.00% 

19 吕敏强 0.0011%  2.35  2.35 100.00% - - 

合计 90% 243,000 91,956  151,044  

同时，上市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 20%的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70,00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中介费用。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行为的实施。 

二、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交易对方香港

诺斯贝尔、中山维雅、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山瑞兰、银

川君度、上海敏成、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化、千行智安、林添大、孙志

坚、陈咏诗、刘建新共 17 名发行对象。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本次交易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剔除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实施情况的影响，为 12.17 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本次交易股票发行价格为 11.66 元/股，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依据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发行数量也将根据本次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青松股份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2019年3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385,92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根据青松股份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告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青松股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3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9 年 3 月 29 日。 

根据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本次交易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11.56元/股。 

（四）发行股份的数量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

易对价总计 151,044 万元，按照本次交易发行价格 11.66 元/股计算，上市公司拟

向香港诺斯贝尔等 17 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129,540,298 股，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对价金额（元） 发行股数（股） 

1 香港诺斯贝尔 547,852,041.60 46,985,595 

2 中山维雅 211,586,838.53 18,146,384 

3 合富盈泰 133,899,603.40 11,483,670 

4 中科南头 98,121,518.41 8,415,224 

5 中科白云 70,717,767.71 6,064,988 

6 协诚通 93,443,626.06 8,014,033 

7 中山瑞兰 91,931,558.07 7,884,353 

8 银川君度 96,897,110.48 8,310,215 

9 上海敏成 41,869,121.81 3,590,833 

10 林添大 30,999,569.40 2,658,625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对价金额（元） 发行股数（股） 

11 孙志坚 23,619,110.48 2,025,652 

12 陈咏诗 18,250,011.33 1,565,181 

13 中科阜鑫 18,044,770.54 1,547,578 

14 千行智高 13,487,252.12 1,156,711 

15 千行日化 9,816,373.94 841,884 

16 千行智安 7,623,229.46 653,793 

17 刘建新 2,280,453.26 195,579 

合计  1,510,439,956.60 129,540,298 

注：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数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向该名交易对方发行新股数量=

股份对价/发行价格，若经确定的对价股份数为非整数，各交易对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

表的对价股份数，放弃余数部分对应的价值计入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以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

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因本次交易发行价格将由 11.66 元/

股调整至 11.56 元/股，上市公司向香港诺斯贝尔等 17 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调整为 130,660,886 股，具体调整如下：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份对价金额

（元）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股数

（股） 

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股数

（股） 

1 
香港诺斯

贝尔 
547,852,041.60 

11.66 

46,985,595 

11.56 

47,392,045 

2 中山维雅 211,586,838.53 18,146,384 18,303,359 

3 合富盈泰 133,899,603.40 11,483,670 11,583,010 

4 中科南头 98,121,518.41 8,415,224 8,488,020 

5 中科白云 70,717,767.71 6,064,988 6,117,453 

6 协诚通 93,443,626.06 8,014,033 8,083,358 

7 中山瑞兰 91,931,558.07 7,884,353 7,952,556 

8 银川君度 96,897,110.48 8,310,215 8,382,102 

9 上海敏成 41,869,121.81 3,590,833 3,621,896 

10 林添大 30,999,569.40 2,658,625 2,681,623 

11 孙志坚 23,619,110.48 2,025,652 2,043,175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份对价金额

（元）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股数

（股） 

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股数

（股） 

12 陈咏诗 18,250,011.33 1,565,181 1,578,720 

13 中科阜鑫 18,044,770.54 1,547,578 1,560,966 

14 千行智高 13,487,252.12 1,156,711 1,166,717 

15 千行日化 9,816,373.94 841,884 849,167 

16 千行智安 7,623,229.46 653,793 659,448 

17 刘建新 2,280,453.26 195,579 197,271 

合计 1,510,439,956.60  129,540,298  130,660,886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六）股份锁定期 

1、香港诺斯贝尔、合富盈泰、协诚通、中山瑞兰 4 个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

期 

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香港诺斯贝尔、合富盈泰、协诚通、

中山瑞兰可解锁其通过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 25%；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香港诺斯贝尔、合富盈泰、协诚通、中山瑞兰可解锁其通过本次收购取

得股份的 25%；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香港诺斯贝尔、合富盈泰、

协诚通、中山瑞兰可解锁其通过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 25%；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

起满 48 个月后，香港诺斯贝尔、合富盈泰、协诚通、中山瑞兰可解锁其通过本

次收购取得股份的 25%，具体如下表所述（单位：股）： 

序

号 
交易对方 

公司向其

发行股份

数量 

自上市之

日满 12 个

月解锁股

份数量 

自上市之

日满 24 个

月解锁股

份数量 

自上市之

日满 36 个

月解锁股

份数量 

自上市之

日满 48 个

月解锁股

份数量 

1 香港诺斯贝尔 47,392,045 11,848,011  11,848,011  11,848,011  11,848,012  

2 合富盈泰 11,583,010 2,895,752  2,895,752  2,895,752  2,895,754  

3 协诚通 8,083,358 2,020,839  2,020,839  2,020,839  2,020,841  

4 中山瑞兰 7,952,556 1,988,139  1,988,139  1,988,139  1,988,139  

如前述承诺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香港诺斯贝尔、合富盈



 

泰、协诚通、中山瑞兰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就香港诺斯贝尔、合富盈泰、协诚通、中山瑞兰由于公司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2、其他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 

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如交易对方拥有诺斯贝尔的股份时间距其通过本次收购

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如交易对方拥有诺斯贝尔的股份时间距其通过本次收购

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则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具体锁定期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公司向其发行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 

1 中山维雅 18,303,359 12 个月  

2 千行日化 849,167  12 个月 

3 千行智高 1,166,717  12 个月 

4 千行智安 659,448  12 个月 

5 上海敏成 3,621,896 12 个月 

6 银川君度 8,382,102  12 个月 

7 中科白云 6,117,453  12 个月 

8 中科阜鑫 1,560,966  12 个月 

9 中科南头 8,488,020  12 个月 

10 林添大 2,681,623  12 个月 

11 陈咏诗 1,578,720  12 个月 

12 孙志坚 2,043,175  12 个月 

13 刘建新 197,271  36 个月 

如前述承诺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交易对方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就交易对方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

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三、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385,920,000 股。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柯维龙 53,851,424.00 13.95% 

2 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9,622,557.00 12.86% 

3 杨建新 39,332,115.00 10.19% 

4 柯维新 14,453,488.00 3.75% 

5 #邓克维 2,718,320.00 0.70% 

6 曹伟娟 2,485,700.00 0.64% 

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2,157,400.00 0.56% 

8 #华志勇 2,132,300.00 0.55% 

9 钱犇 2,090,000.00 0.54%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51,000.00 0.53% 

合计 170,894,304.00 44.27% 

 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30,660,886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

股本增加至 516,580,886 股。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柯维龙 53,851,424.00 10.42% 

2 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9,622,557.00 9.61% 

3 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47,392,045.00  9.17% 

4 杨建新 39,332,115.00 7.61% 

5 中山维雅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8,303,359.00  3.54% 

6 柯维新 14,453,488.00 2.80% 

7 中山合富盈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1,583,010.00  2.24% 

8 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488,020.00  1.64% 

9 银川君度尚左股权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82,102.00  1.62% 

10 中山协诚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083,358.00  1.56% 

合计  259,491,478.00  50.23%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因此，本次发行

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青松股份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诺斯贝尔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暂定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指标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公司 上市公司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与成交金额孰高 243,000 95,140.25  255.41% 

资产净额与成交金额孰高 243,000 72,802.48  333.78% 

营业收入 154,596.68 81,120.51  190.58% 

注：1、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

并资产负债表，资产净额指标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营业收入指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取值并计算。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上述财务指标对比情况，本次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本次交易需通过中国

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向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650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创业板上市

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交易对方中香港诺斯贝尔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占比为 9.17%，超过 5%，成为公司关联方。因此，根据《创

业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香港诺斯贝尔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建新。杨建新及其

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持有上市公司 88,954,672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5%），同时通过表决权委托支配柯维龙持有上市公司 26,049,488 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 6.75%）的表决权，因此杨建新在上市公司中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合计为 115,004,160 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为 29.80%。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

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合计持股比例为 17.22%，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加上受托 26,049,488 股上市公司股票的表决权，杨建新在上市公司中可支

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15,004,160 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为 22.26%。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杨建新。 

在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

山西广佳汇合计持股比例为 15.41%，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加上受托

26,049,488 股上市公司股票的表决权，杨建新在上市公司中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合计为 115,004,160 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为 19.9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仍为杨建新。 

同时，公司推进本次交易旨在现有业务的产业链上寻求新的业务机会，增强

公司盈利能力，并非根本性变更主营业务。 

综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

变化，本次重组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及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包括： 

（一）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11 月 8 日，青松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1 月 3 日，青松股份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中的非自然人股东投资者均已出具相应的内部决议文件，同

意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上市公司； 

（三）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向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650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9 年 4 月 24 日，经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

产——诺斯贝尔 90%股权过户事宜已经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备

案登记通知书》（粤中登记外备字[2019]第 1900109466 号）。2019 年 4 月 24 日，

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诺斯贝尔 9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相关外商投资

企业股权变更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山市商务局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

执》（粤中外资备 201900395）。  

根据诺斯贝尔本次备案后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以及诺斯贝尔出具的《股东

名册》，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持有诺斯贝尔 90%股权。 

交易对方已将其持有的诺斯贝尔 90%股份过户至青松股份名下；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青松股份已持有诺斯贝尔 90%的股份。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二）验资情况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验资报告》（闽华兴所(2019)

验字 H-001 号）验证，截至 2019 年 4 月 29 日止，香港诺斯贝尔持有的诺斯贝尔

22.855%股权，中山维雅、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山瑞兰、

银川君度、上海敏成、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

化、千行智安、刘建新持有的诺斯贝尔股权已经变更至青松股份名下，上述股东

变更事项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青松股份已收到诺斯贝尔、中山

维雅、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山瑞兰、银川君度、上海敏

成、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化、千行智安、刘

建新缴纳的认缴股款人民币 1,510,439,956.60 元，其中：股本 130,660,886.00 元，

资本公积 1,379,779,070.60 元。青松股份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30,660,886.00 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 

（三）商务部门备案情况 

2019 年 5 月 10 日，青松股份取得南平市建阳区商务局出具的《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备案回执》（编号：闽南潭资备 201900007），青松股份已就本次交易向主

管商务部门履行相应的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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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公司于 2019年 5月 14日出具的

业务单号为 101000007910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涉及非公开发行的 130,660,886 股股份已完成登记。 

（五）本次交易实施的后续事项 

1、中国证监会已核准青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 亿元，

青松股份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择机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并就向认购方发行的股份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和上市手续，该事项不影响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结果； 

2、青松股份尚需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的具体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

价； 



 

3、青松股份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

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青松股份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重组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

及上市等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上市公司将在证监会核准批文有效期内及时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

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本次重组期间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二）本次交易后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的安排 

本次交易中，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柯维龙和柯维新、林世达

及其控制的香港诺斯贝尔签署了《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人员具体提名安排的确认函》。经协商，本次交易完成后，各方对上市公司

董事会人员提名安排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仍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 

各方确认，杨建新及其控制的山西广佳汇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 5 名，

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1 名。 

林世达将通过其控制的香港诺斯贝尔向上市公司提名至多 2 名董事，其中非

独立董事 1 名、独立董事 1 名。 

柯维龙和柯维新合计向上市公司提名至多 2 名董事，其中非独立董事 1 名、

独立董事 1 名。 



 

各方保证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其自身及其一致行动人、关

联方所持有的所有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该等议案投赞成票，尽力促成股东大会

通过该等议案。 

（三）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本次重组期间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购买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均已生效，所涉及标的

资产过户、对价支付、利润承诺等关键事项，均已实施或处于实施过程中，各方

无重大违约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了《关于提交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股份

锁定的承诺》等。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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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草案）》中披露。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购买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

在履行该等协议，无重大违约情况。各承诺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效的取得



 

标的资产。 

3、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

大差异的情况。 

4、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重组期间，上市公司和标的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未

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购买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该等协议，无重大违约情况。截

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日，各承诺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青松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

基本条件，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青松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 

（二）律师核查意见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意见书所述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可

预见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安排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130,660,886 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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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19年 5月 14日受理公司递交的本次交易发

行股份登记申请。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限售期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新增股份证券代码：300132 

新增股份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三、新增股份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交易对方股份锁定期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 

1 香港诺斯贝尔 47,392,045 48 个月内分段解除限售 

2 合富盈泰 11,583,010 48 个月内分段解除限售 

3 协诚通 8,083,358 48 个月内分段解除限售 

4 中山瑞兰 7,952,556 48 个月内分段解除限售 

5 中山维雅 18,303,359 12 个月 

6 千行日化 849,167  12 个月 

7 千行智高 1,166,717  12 个月 

8 千行智安 659,448  12 个月 

9 上海敏成 3,621,896 12 个月 

10 银川君度 8,382,102  12 个月 

11 中科白云 6,117,453  12 个月 

12 中科阜鑫 1,560,966  12 个月 



 

13 中科南头 8,488,020  12 个月 

14 林添大 2,681,623  12 个月 

15 陈咏诗 1,578,720  12 个月 

16 孙志坚 2,043,175  12 个月 

17 刘建新 197,271   36 个月 

本次发行交易对方限售期安排详见“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之

“二、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情况”之“（六）股份锁定期”。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以

及《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需对公司履行督导职责。 

一、持续督导期间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

于一个会计年度，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持续

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结合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

施完毕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

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

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7、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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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报告书》； 

2、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向诺斯贝尔（香港）

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650 号）；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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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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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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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6、《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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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7、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8、标的公司的股权变更证明文件；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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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10、其他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9 层 

联系人：苏永法、扶林 



 

电话：010-85127999 

传真：010-85127940 

（二）律师事务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微 

办公地址：北京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联系人：张平、万晶、朱园园 

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91350 

（三）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宝明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 座 6-9 楼 

联系人：吴存进、郑丽惠 

电话：0591-87852574 

传真：0591-87840354 

（四）评估机构 

资产评估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00 号金安大厦 11 楼 A 室 

联系人：蒋自安 

电话：020-83637841 

传真：020-83637840 

 



 

（此页无正文，为《福建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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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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