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瀚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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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浙

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叶股份”、“上市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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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的

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瀚叶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瀚叶股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炎龙科技”）原股东鲁剑、李练、西藏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炎龙”）持有的炎龙科技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经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34 次并购重

组委工作会议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3 月 8 日核发《关于核准浙江升

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向鲁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329号文），核准上市公司向鲁剑先生发行246,153,846股股份、

向李练女士发行 10,256,41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沈培今先生发行不超过 373,134,32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 

2017 年 3 月 29 日，瀚叶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

分形成的新增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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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发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限售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鲁剑 246,153,846 36 个月 
李练 10,256,410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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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至今上市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 2017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总股本 1,724,527,554 股为基数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计转增 689,811,022 股，

转增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2,414,338,576 股，转增股份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上市流通。 

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总股本 2,414,338,576 股为基数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转增 724,301,573 股，转

增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138,640,149 股，转增股份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

上市流通。 

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

议案》，由于炎龙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炎龙科技公司鲁剑、李练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

数量为 9,627,566 股，由上市公司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2020 年 7 月 21 日，

上市公司与李练签订补偿协议，李练同意承担基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项下应当由鲁剑、李练共同承担的补偿义务，即李练自

愿承担 9,627,566 股的补偿义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审核确认，上市公司本次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0年 8月 3日办理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129,012,583 股。 

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注销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部分形成的新增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限售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鲁剑 448,000,000 36 个月 
李练 9,039,100 36 个月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瀚叶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部分的认购对象，即鲁剑、李练，其承诺情况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鲁剑先生、李练女士承诺：①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升华拜克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②本人承诺，在取得升华拜克股票后，在该等

股票锁定期内，除正常的融资需求外，不得以将该等股票通过质押、设置其他权

利限制或被司法拍卖等方式实现转移股票所有权的实质目的；③如前述关于本次

交易取得的升华拜克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

不相符的，本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重组完成后，

上述锁定期内，由于升华拜克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升华拜克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约定；④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炎龙科技原股东鲁剑先生、李练女士及西藏炎龙签订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

鲁剑先生、李练女士及西藏炎龙承诺炎龙科技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指炎龙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炎龙科

技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9,000.00 万元、12,600.00

万元、16,400.00 万元及 19,700.00 万元。炎龙科技在承诺年度期间实际净利润数

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鲁剑先生、李练女士应依据约定公式计算出每年应补偿

金额以及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

回购。 

（三）其他承诺 
鲁剑先生、李练女士除上述承诺外，还作出以下承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拟注入资产权属的承诺、关于无违法情况的承诺、

关于内幕信息的承诺、关于或有事项的承诺、关于无形资产及特许经营权的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不存在谋求上

市公司控制权安排的承诺等。具体内容详见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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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之“八、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限售期内已履行上述相

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8 月 13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和股东持股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 457,039,100 股，占目前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14.6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2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本次限售股份可

上市流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鲁剑 448,000,000 448,000,000 14.32% 
2 李练 9,039,100 9,039,100 0.29% 

合计 457,039,100 457,039,100 14.61%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股本总数为 3,129,012,583 股，本次股份

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本次限售股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6,143,577 36.31% 679,104,477 21.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92,869,006 63.69% 2,449,908,106 78.30% 

合计 3,129,012,583 100.00% 3,129,012,583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就瀚叶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部分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已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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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瀚叶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对瀚叶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部分限售股解除

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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