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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公告编号：2019-071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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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755,499,623 股 

发行价格：5.05 元/股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22L-CT001 沪 

158,613,861 800,999,998.05 12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9,207,920 399,999,996.00 12 

3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158,415,841 799,999,997.05 12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5,445,544 279,999,997.20 12 

5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151,287,128 763,999,996.40 12 

6 
杭州奋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奋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1,440,221 310,273,116.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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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湖南华菱恒深十一

号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湖南华菱恒深十一号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1,089,108 459,999,995.40 12 

合计 755,499,623 3,815,273,096.15 - 

（三）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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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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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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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概述 

本次发行由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中大”、“公司”）向

共 7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755,499,62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简称“本次非

公开发行”，“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15,273,096.15 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供应链集成服务项目 

线缆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106,165.74 73,480.70 

汽车智慧新零售平台建设项目 100,996.53 83,014.88 

城市轨道交通集成服务项目 115,750.00 112,500.00 

2 供应链支撑平台项目 供应链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30,497.57 23,624.60 

3 补充流动资金 88,907.13 88,907.13 

合计 442,316.97 381,527.31 

（二）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 年 11 月 2 日，物产中大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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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11 月 29 日，物产中大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出具的《浙江省国资委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批复》（浙国资产权〔2018〕32 号），同意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 

2018 年 12 月 7 日，物产中大召开了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4 月 19 日，物产中大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综合考

虑未来发展、业务规划及实施条件，根据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调整了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

数量。对于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已经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数

量及用途具体表述如下：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381,527.31 万元（含 381,527.3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供应链集成服务项目 

线缆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106,165.74 73,480.70 

汽车智慧新零售平台建设项目 100,996.53 83,014.88 

城市轨道交通集成服务项目 115,750.00 112,500.00 

2 供应链支撑平台项目 供应链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30,497.57 23,624.60 

3 补充流动资金 88,907.13 88,907.13 

合计 442,316.97 381,527.31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物产中大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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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2019]1159 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A 股 

3、股票面值：1.00 元 

4、发行数量：755,499,623 股 

5、发行价格：5.05 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5.05 元/股，

相当于本次发行申购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6、募集资金总额：3,815,273,096.15 元 

7、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等）：16,286,367.89 元 

8、募集资金净额：3,798,986,728.26 元 

9、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证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9年 10月 30日止，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 3,815,273,096.15

元缴付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账户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天健验〔2019〕366 号《验资报告》。 

2019 年 10 月 31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物产中大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天健验〔2019〕367 号《验资报告》，确认

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止，物产中大已增发

人民币普通股（A 股）755,499,623 股，发行价格为 5.05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3,815,273,096.1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286,367.89 元（含税），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98,986,728.26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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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五）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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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东方花旗证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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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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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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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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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批准和授权，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2）公司本次发行过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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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3）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

及公司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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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755,499,623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发行对象总数为 7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22L-CT001 沪 

158,613,861 800,999,998.05 12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9,207,920 399,999,996.00 12 

3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158,415,841 799,999,997.05 12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5,445,544 279,999,997.20 12 

5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151,287,128 763,999,996.40 12 

6 
杭州奋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奋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1,440,221 310,273,116.05 12 

7 

湖南华菱恒深十一

号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湖南华菱恒深十一号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1,089,108 459,999,995.40 12 

合计 755,499,623 3,815,273,096.15 -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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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 2801、

2803A、2804 室,29-3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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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罗熹 

经营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

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上述

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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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3,000 万元 

认购数量：158,613,861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2、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F702 室 

法定代表人：朱碧新 

经营范围：非公开募集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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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3,1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79,207,920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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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厦门国贸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6 号第 27 层 

法定代表人：张远明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供应链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

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认购数量：158,415,841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4、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111 号 2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志刚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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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55,445,544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5、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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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太白大道 1899 号 

法定代表人：魏尧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不含证券业务）。（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151,287,128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6、杭州奋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 3 号楼 64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 

认购数量：61,440,221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7、湖南华菱恒深十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大厦 A 栋 17

楼（集群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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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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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91,089,108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1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325,396,325 30.78 国有法人 

2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92,384,585 20.72 国有法人 

3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301,480,952 7.00 其他 

4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187,259,454 4.35 国有法人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2,844,220 3.08 未知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398,939 1.50 未知 

7 深圳市信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1,492,537 1.20 未知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6,105,410 1.07 未知 

9 上海中植鑫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585,250 0.87 未知 

10 
浙江天堂硅谷融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3,588,468 0.78 未知 

合    计 3,072,536,140 71.35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1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325,396,325 26.18 国有法人 

2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92,384,585 17.63 国有法人 

3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301,480,952 5.9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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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4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187,259,454 3.70 国有法人 

5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沪 
158,613,861 3.13 未知 

6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58,415,841 3.13 未知 

7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51,287,128 2.99 未知 

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2,844,220 2.62 未知 

9 
湖南华菱恒深十一号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1,089,108 1.80 未知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1,118,039 1.60 未知 

合    计 3,479,889,513 68.74 -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55,499,623 股，总股本将

增至 5,062,182,040 股，其中：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下降至

26.18%，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通过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合计为 43.81%，仍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755,499,623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

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755,499,623 14.92 

无限售条件股份 4,306,682,417. 100.00% 4,306,682,417 85.08 

股份总数 4,306,682,417. 100.00% 5,062,182,040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夯实公司的供应链集成服务能力，在线缆生产、汽车新

零售、城市轨道交通集成服务方面增强生产、销售和服务能力，同时公司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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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将提升和改善公司的信息化水平，为公司业务及决策提供

支撑平台。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将相应增加，公司将依法

根据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公司的股本等有关条款进行相应调整，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 

（三）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国资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不超过 10 名

的特定投资者。本次发行后，国资公司和浙江省国资委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仍将依法合规运作。公司仍将保持其人员、资产、财

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治理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均属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本次发行完成

后，随着募集资金的投入和拟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

大变化。 

（六）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受到积极影响。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到

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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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本实力得以增强，资本结构得以优化，均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

力。 

（七）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财务费用减少，有利于公司

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的不断提高。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营效益一般需在

项目建成后的一段时期内才能完全释放，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

财务指标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八）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能有效改善公司现金

流状况。此外，随着公司的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公司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将得到显著增加，公司的资金状况也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保荐代表人： 陶劲松、柳柏桦    

项目协办人： 艾思超   

项目组成员： 汪怡、姜海洋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

04）、17A、18A、24A、25A、26A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传    真：010-56839500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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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马骥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4 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    真：021-23153500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王玲 

经办律师： 焦福刚、张亚楠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8 层 

联系电话：010-58785590 

传    真：010-58785566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    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越豪 

经办注册会计师： 葛徐、吴懿忻、李斌、王绪 

联系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    真：0571-88216999 

七、备查文件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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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物产中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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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4、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