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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

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致

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接受委托,就本次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
连云港

”)的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控股股东

”、 “
港口集团

”)完成增持公司股份 (以下简称
“
本次增持

”)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

”
)、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

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

”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5]51号 )、 《上市公司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上证公字[2012]14号 )等现行有效的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本所律师

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

1、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断,对公司本次增持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 公司及相关方已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且有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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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料及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 ,其所提供的复印

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

3、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4、 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增持的合法性及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本

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己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

别的注意义务 ,对其他业务事项己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制作、出具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要求引用、披

露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披露时,不得因引用、披露而导致

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并需经本所律师对其引用、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

认。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增持事项之 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书

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 )经核查,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港口集团。经本所律师核

查,港口集团现持有连云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所载明港口

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139008250P

成立日期:1990年 11月 20日

注册资本:7,820,000,000元

住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 18-5号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停靠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

和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 (含过驳)、 仓储、港内驳运、集

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进出港、靠

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交接过程中的点数和检

查货物表面情况的理货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燃物料、生活品供应、船员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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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船舶污染物 (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 )接收、围油栏供应

服务和加工洗烫衣服等船舶港口服务;从事港口设施、设备 (含机车)和港口机

械的租赁、维修业务 ;(以上凭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 )。 保税仓储 (危化品除外 );

港口与航道设施工程、建筑工程、给排水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道路桥梁工

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管线工程设计与施工;港口疏浚作业;煤炭销售;房

地产开发经营;国 际船舶代理;物业管理服务;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网络技术

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沿海、沿江及内河运输;环境工程监理及环境技术检

测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通信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物专用运输 (罐

式),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3类 ) (剧 毒化学品除外);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瓶 (桶 )装饮用水生产与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卷烟

(雪茄烟 )零售 ;船舶制造 ;船舶修理及潜水作业;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 );

卫生防疫服务;计量器具检测及衡器设备安装检定等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废

旧物资回收;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的经营与管理;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

可证经营:乙醇汽油、柴油、煤油零售;燃气销售;港口铁路运输;港区电力供

应。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港口集团

89,51%股权,系港口集团控股股东。根据相关批复,连云港市国资委依据 《公司

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直接控制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2.56%股 权。

港口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连云港市国资委。

(二 )根据公司出具并公示的最近三年年度报告和港口集团出具的说明及其

提供的相关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政府主管机关官方网站和信用公示网站 ,

港口集团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

形 :

l、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

2、 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3、 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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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港 口集团系合法设立并存续的境内有限责任公司 ,

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成为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 ,不

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

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情况

根据港口集团出具的相关说明及公司出具并公示的相关公告等文件,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

(一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日 公告的《关于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9),本 次增持前,港 口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491,742,718股 ,占公司总股本 48.44%。

(二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日 公告的《关于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9)和 港 口集团出具的相关文件 ,

基于对公司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港口集团计划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未来 5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 (或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1.56%。

(三 )本次增持情况

根据港口集团提供的相关文件 ,自 2018年 11月 1日 起至 2019年 3月 31日

共 5个月期间,港口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共增持公

司股份 918,200股 ,占 已发行总股份的 0.09%。 本次增持后,港口集团持有公司

492,660,918股 股票,持股比例为 4⒏ 53%。

2019年 3月 31日 ,公司收到港口集团相关通知,港 口集团本次增持己到期

实施完毕。本次增持中,港 口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 918,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9%,未 突破本次累计增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1.56%的上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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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增持后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完成后,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港 口集团持有公司 492,660,918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48.53%。

(五 )增持人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港口集团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期间,港 口集团遵守增持

承诺,不存在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港 口集团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增持股份 ,本次增持行为合法、合规,符合 《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时,公司就本次增持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

1、 2018年 11月 2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Gww.sse,com.cn)等 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59);

2、 2019年 4月 2日 ,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c.com,Cn)等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

临 2019ˉ 022),就增持人的增持 目的及计划、增持期间、增持方式、增持股份的

数量及比例、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等事项予以公告 ,

同时公司将公告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增持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的情形

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 (二 )项及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相关

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的,每 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的,可 以免于向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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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根据港口集团出具的说明及其提供的相关文件 ,本次增持期间,港口集团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 918,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9%,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除本次增持期间前述增持行为外,本次增持完成之日前 12个月内,港 口集团不

存在其他增持公司股份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 (二 )

项的规定,港 口集团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 ,可直接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相关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

1、 港口集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

2、 本次增持符合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

3、 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就本次增持披露实施

结果公告 ;

4、 本次增持属于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

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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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

本法律意见书于冫田
7年  年 月 | 日出具。

国浩律

负责人:  李 强 经办律师:邵 祺

王 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