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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 

法律意见书 

致：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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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王”或“上市公司”）委托，

作为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海洋王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明之

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之辉”或“标的公司”）51%的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已于2020年1月6日出具了《广东华商律

师事务所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自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发生变化，本

所律师在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现对本次涉及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事项发

表法律意见，并出具《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法律意见书 

 第 2 页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

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

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海洋王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相关各方补充提

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海洋王”）拟向朱恺、童莉、

深圳市莱盟建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明之辉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之辉”）5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0 年 4 月 2 日，海洋王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朱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549 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海洋王正在办理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割及股份发行工作。 

根据公司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的方案为：海洋王拟通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朱恺、童莉、深圳市莱盟建设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 3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深圳市明之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或“明之辉”）51%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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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566.00 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交易对价的 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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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配套融资未能足额募集，则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到账并完成

验资、本次交易完成标的资产交割且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过渡期损益之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且发行结束后的 2个月内，

上市公司通过自筹资金向乙方补足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若配套融资被取消或配

套融资未能成功发行，则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过渡期

损益之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且发行结束后的 2个月内，上市公司

通过自筹资金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本次交易完成后，明之辉将

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其中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占交易总额 75%，现金支付占交易总额 25%，具体比例如下表： 

序号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明之辉

的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现金支付 

（万元） 

股份对价 

股份支付

（万元） 

股份数量

（股） 

1 朱恺 25.42 13,524.21 5,562.38 7,961.84 14,141,811 

2 童莉 5.58 2,967.79 1,220.62 1,747.16 3,103,303 

3 莱盟建设 20.00 10,640.00 - 10,640.00  18,898,756 

合计 51.00 27,132.00 6,783.00 20,349.00 36,143,870 

5、定价基准日和发行股份的价格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海洋王审议本次交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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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和 120 个交易日的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情况如下：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6.20 5.59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6.26 5.64 

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 6.37 5.73 

上市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手方协商并兼顾各方利益，确定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

价格为 5.6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除上述情况外，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前述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发行的股份

发行日期间另外发生派发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 

2020 年 5 月 8 日，海洋王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720,00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现金分红 1.00 元（含税），分配现金股利

72,000,000.00 元，分配实施后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95,264,400.07 元，结转下

一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实

施完毕。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的《购买资产协议》，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

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日期间另外发生派发股利、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

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根据海洋王于2020年5月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议案、会议

记录、通知等会议资料及海洋王于2020年5月19日公告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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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告》，鉴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就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原5.63元/股调整为

5.53元/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股份数量由

36,143,870 股调整为 36,797,468股，变动前后详细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明

之辉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权益分派前股份对价 权益分派后股份对价 

金额  

（万元） 

股份数量

（股） 

金额  

（万元） 

股份数量

（股） 

1 朱恺 25.42% 13,524.21 5,562.38 7,961.84 14,141,811 7,961.84 14,397,541 

2 童莉 5.58% 2,967.79 1,220.62 1,747.16 3,103,303 1,747.16 3,159,421 

3 莱盟建设 20.00% 10,640.00 - 10,640.00 18,898,756 10,640.00 19,240,506 

合计 51.00% 27,132.00 6,783.00 20,349.00 36,143,870 20,349.00 36,797,468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洋王根据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对本次交易

中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符合本次交易方案和相关交易协议的约定，

不存在违反《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及经办律师签字及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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