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总部  电话: (86-10) 8519-1300 

传真: (86-10) 8519-1350 

上海分所  电话: (86-21) 5298-5488 

传真: (86-21) 5298-5492 

深圳分所  电话: (86-755) 2587-0765 

传真: (86-755) 2587-0780 

广州分所  电话: (86-20) 2805-9088 

传真: (86-20) 2805-9099 

大连分所  电话: (86-411) 8250-7578 

传真: (86-411) 8250-7579 

海口分所  电话: (86-898) 6851-2544 

传真: (86-898) 6851-3514 

天津分所  电话: (86-22) 5990-1301 

传真: (86-22) 5990-1302 

青岛分所  电话: (86-532) 6869-5000 

传真: (86-532) 6869-5010 

成都分所  电话: (86-28) 6739-8000 

传真: (86-28) 6739 8001 

香港分所  电话: (852) 2167-0000 

传真: (852) 2167-0050 

纽约分所  电话: (1-212) 703-8702 

传真: (1-212) 703-8720 

硅谷分所  电话: (1-888) 886-8168 

传真: (1-888) 808-2168 

   www.junhe.com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邮编：100005 

电话：(86-10) 8519-1300  

传真：(86-10) 8519-1350 

 junhebj@junhe.com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致：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经办律师”）以特聘

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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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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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相关财务核

算的合理性以及有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



 

 

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相关监管机构审核。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非公

开发行已取得的批准情况如下： 

（一） 发行人的批准 

2019 年 2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6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变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 

2019 年 4 月 16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出具《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

产权[2019]80 号），同意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三）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9 年 10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02 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具



 

 

备发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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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承销 

根据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作为主承销商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以及作为联席主承销商

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与中信证券、招商证券以下统

称“联合主承销商”）分别签订的《承销协议》相关约定，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及中金

公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合主承销商，承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二） 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 

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合主承销商共同确定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

资者名单，向下列特定投资者发出《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4 日的前 20 名股东、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

投资者以及向公司和联合主承销商表达认购意向的 17 家其他投资者。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及查验，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申购时间，即 2019

年 12 月 10 日 9:00 至期 12:00 间，公司及联合主承销商未收到申购报价单。2019 年 12

月 10 日 15:00，簿记中心收到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轮船”）发来的

《招商轮船非公开发行认购信息确认表》，确认其按照 5.36 元/股价格认购 373,134,328

股。根据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发行人与招商局轮船签署的《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招商局轮船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

场询价结果，认购价格与其它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 

经公司与联合主承销商协商，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并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向

首轮已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所有投资者投资者及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J.P. 

Morgan Securities PLC、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出《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请书》”）。在《追加认购邀

请书》约定的追加认购期间，即 2019 年 12 月 23 日 12:00 之前，公司及联合主承销商



 

 

共收到有效申购报价单 7 份。经本所经办律师查验，联合主承销商收到的申购文件符合

《追加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上述进行申购的认购对象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及《追加

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认购资格，上述申购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查验了《认购邀请书》和《追加认购邀请书》，《认购邀请书》和《追加认

购邀请书》系参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制作，《认购邀请书》

《追加认购邀请书》已经公司、保荐机构加盖公章并由保荐代表人签署，发行人及主承

销商向上述发送对象发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及《申

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均规定了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认购数量等事

项的操作规则，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三） 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发行股数的确定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查验，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申购时间内，公司及联合主承销

商未收到有效申购报价单（不含招商局轮船发送的认购信息确认表）；在追加认购期间

内，公司及联合主承销商共收到有效申购报价单 7 份。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资金需求量，

公司和主承销商对有效申购按照报价高低进行累计统计，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5.36 元/股，发行数量为 673,507,45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609,999,969.52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招商局轮船有限

公司 
5.36 373,134,328 1,999,999,998.08 

2  大连船舶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5.36 130,597,014 699,999,995.04 

3  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5.36 89,552,238 479,999,995.68 

4  四川璞信产融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5.36 37,313,432 199,999,995.52 

5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5.36 16,791,044 89,999,995.84 



 

 

6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5.36 13,059,701 69,999,997.36 

7  诺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5.36 11,194,029 59,999,995.44 

8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5.36 1,865,671 9,999,996.56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结果确定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四） 发出缴款通知书和签订股份认购合同 

在上述发行结果确定后，公司和联合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通

知发行对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获配股数、缴款时间及指定的缴款账户等信息。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5.36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发

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第三十八条、《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票认购协议》”）。 

经本所经办律师查验，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票认购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票认购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五） 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认购情况，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为招商局轮船、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J.P. Morgan Securities PLC、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主承销商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并经本

所经办律师公开网络检索，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第三十七条、《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六） 缴款及验资 



 

 

2019 年 12 月 27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XYZH/2019SZA40820 号），验证截至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中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

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认购款人民币 3,609,999,969.52 元。 

2019 年 12 月 27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XYZH/2019SZA40821 号），验证截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发行人已收到认购对象缴

付的募集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3,609,999,969.52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

币 17,502,589.2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92,497,380.25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673,507,457.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2,918,989,923.25 元。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纳。 

三、 结论意见 

综上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已

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具备发行条件；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

邀请书》《股票认购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纳；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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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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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公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肖微                                       留永昭  律师 

 

                                                                     

                                                     魏伟  律师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