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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子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 

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天津中环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环股份”或“公司”）委托，

担任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

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境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出具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律师工

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 

1、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及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

求发行人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发行人提供给本所及经办律师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

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

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一切足以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披露，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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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 

 

1、本所是在中国注册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依据中国的法律、

法规发表法律意见。 

2、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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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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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仅就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

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验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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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的内容，本所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

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

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发行人可以将本法律意见

书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备案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

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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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的批准和授权 

1、2019 年 1 月 7 日，中环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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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议案。 

2、2019 年 1 月 25 日，中环股份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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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等规定，同

时修订了《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

要求》。2020 年 2 月 19 日，中环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

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发行价格、定价原则、发行对象及

认购方式、限售期等内容作出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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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3 月 6 日，中环股份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

的议案。 

（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1、2019 年 9 月 16 日，中环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

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1569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57,031,294 股

新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2、2020 年 7 月 6 日，中环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

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293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57,031,294 股

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

发行数量，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已取得发

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具体事宜的授权范围、程

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为平安证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符

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九条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询价对象、询价结果、发行价格和

发行对象的确定以及缴款和验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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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送认购邀请书 

根据电子邮件、快递发送记录查询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或快递的方式向 173 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天

津中环半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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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件。上述 173 名投资者中包括：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不包含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

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共 19 名）；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33 家，证券公司 21 家，保险机构 11 家，以

及其他已向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发送认购意向函的投资者 89 名。

《认购邀请书》包含了认购对象、发行规模及认购规模、认购价格、

认购对象缴纳认购保证金、股份锁定安排；认购安排；发行价格、发

行对象及股份分配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重要提示”部分注明：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或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视为认可并承诺前述条件，同意并承诺配

合主承销商对其身份进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进一步的核查资

料、安排访谈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可本

着谨慎原则，对未配合提供进一步的核查资料的投资者、可能存在关

联关系的投资者或无法提供备案完成的有效证明文件的私募投资基

金取消其认购资格。” 

《认购邀请书》之附件之一《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包含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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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对象确认的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对象同意遵守《认购邀请书》

确定的认购程序与规则，及认购对象同意按发行人最终确认的认购数

量和时间缴纳认购款等内容，同时注明“承诺我方（指投资者，下同）

及我方最终认购方不包括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

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承诺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以直接

或利益相关方向接受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补偿。

并承诺配合联席主承销商对我方包括我方最终认购方的身份进行核

查。”“认可并承诺在获配后将按照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投资者适当性

核查及反洗钱审查的要求提供相关核查材料。” 

（二）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00-12:00，在本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 29 名投资者回复的《申购

报价单》及其附件。 

经本所律师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的共同核查，参加本次发

行的认购对象均按认购邀请文件的要求及时提交了相关申购文件，除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

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报价为有效报价。 

上述 29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对象类别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

产品 

保险公司 20.68 15,000.00 

2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0.30 15,200.00 

3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1.00 15,000.00 

4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其他 22.66 18,000.00 

5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8.78 15,000.00 

6 黄晓明 其他 20.01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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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0.11 22,500.00 

8 

叙永金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泸州金宏壹号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50 15,000.00 

19.60 15,000.00 

18.68 15,000.00 

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管理组合 
保险公司 21.25 15,000.00 

10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8.88 15,000.00 

11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9.19 19,000.00 

1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0.18 26,800.00 

19.38 28,000.00 

18.88 28,700.00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9.77 15,000.00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1.44 15,700.00 

21.03 22,000.00 

20.18 27,500.00 

15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20.98 15,000.00 

16 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23.29 30,000.00 

21.68 40,000.00 

20.78 50,000.00 

17 
天津圣金海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1.58 15,700.00 

20.78 15,800.00 

18.68 15,900.00 

18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公司 21.20 15,000.00 

19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公司 18.88 15,000.00 

20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1.02 19,800.00 

19.85 19,900.00 

18.68 20,000.00 

21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21.30 15,000.00 

2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公司 18.88 16,800.00 

23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

资产-PIPE 价值精选 1701 集合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公司 20.98 15,000.00 

24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

资产-PIPE2020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公司 

21.58 15,000.00 

20.98 30,000.00 

2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2.08 26,800.00 

26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

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公司 21.50 20,000.00 

27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保险公司 21.50 130,000.00 

28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其他 21.00 16,000.00 

2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20.21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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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24,000.00 

19.85 32,500.00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依据投资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并根据《认购邀请书》中关

于认购对象和认购价格的确定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2020 年 7 月

15 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18.68 元/股。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 20.18 元/股。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0.18 元/股，发行

股数 247,770,069 股，募集资金总额 4,999,999,992.42 元。 

经过联席主承销商与律师的核查，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大家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

合资产管理产品）的最终出资方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

的关联方，故取消其配售资格。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为 20 家，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64,420,218  1,299,999,999.24  6 

2 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24,777,006  499,999,981.08  6 

3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

资产-PIPE2020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14,866,204  299,999,996.72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627,353  274,999,983.54  6 

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80,475  267,999,985.50  6 

6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11,694  197,999,984.92  6 

7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8,919,722  179,999,989.96  6 

8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7,928,642  159,999,995.56  6 

9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79,093  159,000,096.74  6 

10 
天津圣金海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829,534  157,999,996.12  6 

11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532,210  151,999,997.80  6 

1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

产品 

7,433,102  149,999,998.36  6 

13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433,102  149,999,998.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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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叙永金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泸州金宏壹号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433,102  149,999,998.36  6 

1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管理组合 
7,433,102  149,999,998.36  6 

16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433,102  149,999,998.36  6 

17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433,102  149,999,998.36  6 

18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7,433,102  149,999,998.36  6 

1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

资产-PIPE价值精选 1701集合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 

7,433,102  149,999,998.36  6 

2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433,102  149,999,998.36  6 

合计 247,770,069  4,999,999,992.42  

（四）募集资金及到账验资情况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获配的

20 名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书》。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

书》的要求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

认购款项。 

2020 年 7 月 22 日，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的专用账户，中审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指定收款账户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

况的验证报告》（CAC 证验字[2020]0140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23

日止，平安证券为本次发行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

发行股票认购的 20 名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认购 247,770,069

股，应缴存资金人民币 4,999,999,992.42 元，实际缴存资金人民币

4,999,999,992.42 元。 

2020 年 7 月 23 日，平安证券将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划付至

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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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CAC 证验字[2020]0141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23 日止，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92.42 元，扣除相

关 发 行 费 用 86,510,380.33 元 后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4,913,489,612.0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47,770,069.00 元，增

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4,665,719,543.09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32,926,542.00 元。根据公司承诺，公司将依据《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设立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所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

购报价单》的内容合法有效，《认购邀请书》的发送符合《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

的范围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发行相

关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购报价及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

发行股数的确定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最终认购数量为 247,770,069 股，未超过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股数。发行对象总数为 20 名，符合《管理办法》

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20.18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92.42 元。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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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楼 10 层 1001-63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7693819XU 

成立日期 2011-05-20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

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

部门批准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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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 

法定代表人 方永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5JGHG8K 

成立日期 2016-04-15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

业务）；市场调查；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

务；咨询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工程管理服务；人工智能

双创服务平台；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资产-PIPE2020 保险资产管

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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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中国人寿中心 14 至 18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军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101M 

成立日期 2003-11-23 

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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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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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日期 2011-06-21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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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9 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法定代表人 裴长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24515X 

成立日期 1999-04-13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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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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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楼 1102 

法定代表人 陈鹏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0B5G37G 

成立日期 2017-01-06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财务咨询（不

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

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

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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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坑三横中路 1 号 2 幢 2007 号 

法定代表人 邓立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3Q688B 

成立日期 2018-08-11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

经营）；企业财务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

资；房地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不得经营） 

8、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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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对象产品名称 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注册地点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村路 458 号 1 幢 22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Qiu Guolu）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069360143D 

成立日期 2013-05-29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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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天津圣金海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天津圣金海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点 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北 2-204 工业孵化-5-115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海河中和（天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敬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6Q80U13 

成立日期 2019-06-27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以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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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1

层  

法定代表人 江向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2202N 

成立日期 1998-07-13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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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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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海运中心主塔楼 609 房 

法定代表人 张维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58959652N 

成立日期 2012-12-04 

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

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

部门批准的业务。 

12、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F07、F08 室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成立日期 2006-02-21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

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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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9 层 

法定代表人 王珠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83569 

成立日期 2001-05-28 

注册资本 22,2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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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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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叙永金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叙永金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叙永县叙永镇和平大道御景东城 28 幢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524MA63W2WF77 

成立日期 2017-04-12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

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

基金（1、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2、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3、不得从事公开募集

基金管理业务；4、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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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管

理组合） 

企业名称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管理

组合）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39 楼 

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89549569U 

成立日期 2006-06-09 

注册资本 2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

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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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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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素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34309760N 

成立日期 2002-01-31 

注册资本 363,340.5396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

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劵；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17、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中邮证券幸福系列 1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 5 号（陕西邮政信息大厦 9-11 层） 

法定代表人 丁奇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735084671X 

成立日期 2002-09-17 

注册资本 50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证

券承销与保荐；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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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8 号 19 层 

法定代表人 丁建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55461 

成立日期 1986-12-30 

注册资本 75,959.1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实业、金融等项目的投资；企业并购、资产管理及相关业务

的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设备租赁；销售针纺织品、工艺

品、金属制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金银制品及其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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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货物进出口；销售化工产品、预包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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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9、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成立日期 1995-07-31 

注册资本 436,866.786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

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

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

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人民币普通股

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

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

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

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内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

资产管理。十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

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十六、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十八、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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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发行对象管理产品的登记备案情况 

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不属于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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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国寿资产-PIPE2020 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国寿资产-PIPE 价值精选 1701 集合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参与认购，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阳光资管-工商银

行-阳光资产-定增优选 1 号资产管理产品参与认购，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管理组合参与认

购，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

规定》以及《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

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所规定的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

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产品参与认购，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

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

合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

金、天津圣金海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叙永金

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泸州金宏壹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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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所认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规定时间完成登记和备案程

序，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财通基金、富国基金、博时基金、中邮证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认购，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

了产品备案证明。 

（三）本次发行对象关联关系核查 

经过联席主承销商与律师的核查，大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

购的“大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

品”，出资方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的关联方，根据《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消其获配资格。 

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及其最终认购方不包括联席主承

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

东、主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

保收益承诺，或向发行对象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

形，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的相关规

定。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

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对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符合《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



                                             法律意见书 

    

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93 号）和中环股份履

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公司与发

行对象签署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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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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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中子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

书》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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