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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76,770,753 股 

2、发行价格：13.13 元/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76,770,753 股，将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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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

如下含义： 

精锻科技/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人 
指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投资/控股股东 指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指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行为 

安信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 指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

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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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PACIFIC PRECISION FORGING CO., LTD. 

上市日期：2011 年 8 月 26 日 

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9 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精锻科技 

股票代码：300258.SZ 

法定代表人：夏汉关 

董事会秘书：董义 

发行前注册资本：40,500 万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1200608812146K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姜堰大道 91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225500 

办公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双登大道 198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225500 

联系电话：0523-80512658、0523-80512699 

传真号码：0523-80512000 

公司网址：www.ppforging.com 

电子邮箱：ppf@ppforging.com 

经营范围：精密锻件、精密冲压件、成品齿轮、精密模具、差速器总成和离

合器总成及其零件的设计、制造、销售；精锻、精冲工艺 CAD/CAE/CAM 系统

研发；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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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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发行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公司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建立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 年度-2022 年度）》、《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对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本次发行股票

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发行数

量、限售期、上市地点、滚存利润的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募集资金投向等事

项作出了决议。 

发行人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宜。 

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明确控股股东大洋投资参与认购金额区间范围。 

发行人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公司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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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中，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发行股数未

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 70%，授权董事长经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

可以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前提下，对簿记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

足最终发行股数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0 年 8 月 12 日，发行人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江苏太平

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审

核函[2020]020124 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发行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0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江苏太平洋精

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28 号），

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注册申请。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简述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0年10月28日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向截至2020年10月12日向深交所报

送发行方案时确定的《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中的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发出了《江苏太

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文件》（以下

简称“《认购邀请书》”）及《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附件，邀请其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其中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0家，证券公司10家，保险机

构5家，截至2020年10月9日收市后精锻科技前20大股东（不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不含发行人董监高），其他投资者406家，剔除与前20大股东中重复的投资

者12家后，合并共计449家投资者。 

除上述449家投资者外，2020年10月12日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后至2020年

10月30日内（含，T-1日）新增14家意向认购投资者，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上述14家新增投资者补发

了认购邀请书。上述新增投资者不属于发行人和安信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新增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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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投资者名单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深圳市康曼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长安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4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恒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湖南中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华建函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上海六禾嘉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 深圳市智信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 上海商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上海聚鸣投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 何慧清 

综上，共计向 463 名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 

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核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中发出的附

有《申购报价单》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 

经主承销商核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中发出的附有《申购报价单》

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对认购邀请书

发送范围的要求。 

2020 年 11 月 2 日（T 日），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的投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购邀请

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 

除董事会预案确定的发行对象大洋投资之外，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

底保收益承诺，以及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2）申购报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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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 日（T 日）上午 9:00 至 12:00，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24 名认购对象回复的《申

购报价单》，并于当日上午 9:00 至 12:00 收到大洋投资发送的《江苏太平洋精锻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确认函》。截至 11 月 2 日（T 日）

中午 12:00 前，除大洋投资和 5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

其余 19 家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经发行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24 名认购对象均及时提交

了《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24 名认购对象的报价均符合《认购邀请书》要求，

均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区间为 12.98 元/股-15.67 元/股； 

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申购定金 

是否为有

效申购 

1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不参与询

价 
10,000 无需缴纳 是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极成长型投资账户） 

15.67 4,000 是 是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型投资账户） 
15.67 3,000 是 是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管） 14.52 3,080 是 是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50 3,000 无需缴纳 是 

6 杭州弘则投资有限公司 

14.20 5,000 

是 是 13.80 5,000 

13.50 5,000 

7 应一城 

14.20 9,000 

是 是 13.80 9,000 

13.50 9,000 

8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阳光资产-工商

银行-主动配置二号资产管理产品） 
14.05 3,200 是 是 

9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90 5,000 无需缴纳 是 

10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80 3,000 是 是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选三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13.72 4,000 是 是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三零三组合） 
13.72 4,000 是 是 

1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70 13,500 无需缴纳 是 

14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53 3,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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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53 3,000 是 是 

16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涌金 6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3.51 3,000 

是 是 13.22 6,000 

13.02 9,000 

17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多策略 8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51 3,000 

是 是 13.22 3,000 

13.02 6,000 

18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多策略 9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22 3,000 
是 是 

13.02 3,000 

19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涌金 10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02 3,000 是 是 

2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36 3,000 是 是 

2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3 3,300 

无需缴纳 是 
13.07 3,300 

22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铂绅二十七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3.18 3,000 

是 是 13.08 3,200 

12.98 3,500 

23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13 5,100 是 是 

2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7 3,190 无需缴纳 是 

25 
上海六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六禾嘉

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01 3,000 是 是 

（3）配售结果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13.13 元/股，发行股数

76,770,753 股，募集资金总额 1,007,999,986.89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22 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获配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7,616,146 99,999,996.98 18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极成

长型投资账户） 

3,046,458 39,999,993.54 6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

置型投资账户） 

2,284,843 29,999,988.59 6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45,773 30,799,999.49 6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84,843 29,999,988.59 6 

6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阳光

资产-工商银行-主动配置二号资产

管理产品） 

2,437,166 31,999,989.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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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8,073 49,999,998.49 6 

8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4,843 29,999,988.59 6 

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选

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3,046,458 39,999,993.54 6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3,046,458 39,999,993.54 6 

1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281,797 134,999,994.61 6 

12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284,843 29,999,988.59 6 

1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84,843 29,999,988.59 6 

14 杭州弘则投资有限公司 3,808,073 49,999,998.49 6 

15 应一城 6,854,531 89,999,992.03 6 

1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84,843 29,999,988.59 6 

1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13,328 32,999,996.64 6 

18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

多策略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84,843 29,999,988.59 6 

19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

涌金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569,687 59,999,990.31 6 

20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

多策略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84,843 29,999,988.59 6 

21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铂

绅二十七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2,284,843 29,999,988.59 6 

22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833,218 37,200,152.34 6 

合计 76,770,753 1,007,999,986.89 -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0 年 11 月 2 日（T 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76,770,753 股。 

（六）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

日即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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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12.98 元/股。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13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1.16%。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7,999,986.89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

币 16,792,557.2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1,207,429.64 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不含税）构成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15,000,00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452,830.19 

律师费用 716,981.13 

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等费用 72,425.24 

材料制作费 54,716.98 

印花税 495,603.71 

合计 16,792,557.25 

（八）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20 年 11 月 6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致

同验字（2020）第 110ZC00416 号）。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12:00 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22 名认购对象缴付

的认购资金，资金总额人民币 1,007,999,986.89 元（壹拾亿零柒佰玖拾玖万玖仟

玖佰捌拾陆元捌角玖分）。 

2020 年 11 月 6 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安信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

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20 年 11 月 7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致

同验字（2020）第 110ZC00415 号），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11 月 7 日止，精锻

科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76,770,753 股，发行价格为 13.13 元/股，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7,999,986.89 元（大写：壹拾亿零柒佰玖拾玖万

玖仟玖佰捌拾陆元捌角玖分），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6,792,557.25 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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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1,207,429.64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

币 76,770,75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914,436,676.64 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精锻科技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或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序

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1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泰州姜堰支行 
10208001040223966 

2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姜堰支行  
1115720129300666558 

3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州姜堰支行 
8110501012901641078 

4 天津太平洋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7080078801688888888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76,770,753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经确认，本次增

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

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047527346994 

成立时间 2003 年 9 月 3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200万元 

住所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姜堰经济开发区新河村 

法定代表人 夏汉关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高性能粉末冶金制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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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自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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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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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成立时间 2006 年 2 月 21 日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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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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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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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连-积极成长

和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视为 2个认购对象。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成立时间 1995 年 10 月 25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1,292,677.6029万元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

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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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做市。 

（4）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成立时间 1998 年 3 月 5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 号 2 层 225 室 

法定代表人 陈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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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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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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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58959652N 

成立时间 2012 年 12 月 4 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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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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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4339K 

成立时间 1999 年 4 月 12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法定代表人 吴庆斌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A009 号经营）。 

（7）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84749919D 

成立时间 2009 年 4 月 2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52号滨海金融街 6 号楼三层 AL30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长沙华菱琨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顺贤）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

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8）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成立时间 2005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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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60 万元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号金茂大厦 1102室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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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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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和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三零三组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视为 2 个认购对象。 

（9）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56308U 

成立时间 2005 年 6 月 2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甲 5 号 6 层甲 5 号 601、甲 5 号 7 层甲

5 号 701、甲 5 号 8层甲 5 号 801、甲 5 号 9层甲 5 号 901 

法定代表人 王海璐 

经营范围 

（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10）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1123833L 

成立时间 2013 年 6 月 14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866.6667 万元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88 楼 01 

法定代表人 WANG YIPING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仅限公司自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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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成立时间 1995 年 7 月 31 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 436,866.7868 万元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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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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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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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杭州弘则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杭州弘则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MA2B04KT65 

成立时间 2018 年 1 月 3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迪凯国际中心 2502 室 

法定代表人 王沛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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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应一城 

姓名 应一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82198109****** 

住所 杭州市萧山区****** 

（1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成立时间 2007 年 1 月 26 日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1,013,725.8757万元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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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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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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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成立时间 1998 年 4 月 9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3,8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号院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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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586822318P 

成立时间 2011 年 12 月 8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宝山区淞兴西路 234 号 3F-612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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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8UFL0W 

成立时间 2016 年 3 月 2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 173 号 4 号楼 5 层 5001-5006单元 

法定代表人 刘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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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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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 3 个私募投资基金产品：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聚鸣多策略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涌金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多策略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视为 3个认购对象。 

（18）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58575400XD 

成立时间 2011 年 12 月 14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60,000 万元 

住所 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金马国际 7 幢 2单元 13 层 4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奥星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

衍生品；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投资提供担保；不得从事房地

产业务。）；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保险资产管理）；资本管理

（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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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以上业务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大洋投资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 45.80%的股票，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人的定

义，大洋投资为发行人关联方，发行人向大洋投资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发行

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在涉及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表决中，发行人严格遵

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规定。发行人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他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询价申购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

时均作出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和安信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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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

形。 

本次发行对象杭州弘则投资有限公司、应一城为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 20 大

股东，亦不属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新

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人控股股东大洋投资的认购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其他参与本次发行询价申购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

《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和安信证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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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不存在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安排，亦未接受发行人及上述人员

或其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经核查，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对象具备履行本

次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十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锁定期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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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除董事会预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人控股股东大洋投资之外，认购资金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及前述主体利益相关方提供的

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十三）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具备实施的法

定条件；发行人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

报价单》、《股票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确

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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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出具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0464），其已受理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精锻科技  

证券代码：300258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6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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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8,020,467 6.92 104,791,220 21.75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376,979,533 93.08 376,979,533 78.25 

三、股份总数 405,000,000 100.00 481,770,753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185,481,250 45.80  

2 夏汉关 17,769,374 4.39  

3 应一城 13,002,921 3.21  

4 黄静 10,935,000 2.70  

5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帐户 
9,267,227 2.29  

6 杨梅 8,201,250 2.03  

7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255,276 1.54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能汽车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245,360 1.30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948,200 1.22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3,559,769 0.88  

合计 264,665,627 65.35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193,097,396 40.08 

2 夏汉关 17,769,374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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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一城 15,009,252 3.12 

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1,205,771 2.33 

5 黄静 10,935,000 2.27 

6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帐户 
9,267,227 1.92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能汽车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088,003 1.89 

8 杨梅 8,201,250 1.70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5,811,212 1.21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新能源汽车

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92,124 1.12 

合计 285,776,609 59.33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2019 年度、202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

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 12月 31日/2019年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 0.14  0.12  0.43  0.36  

每股净资产 4.84  6.13  4.98  6.25  

四、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合计 334,906.94 324,090.19 278,495.14 239,080.95 

负债合计 138,262.90 122,230.09 90,804.48 72,392.79 

股东权益合计 196.644.04 201,860.10 187,690.66 166,688.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196,095.40 201,860.10 187,690.66 166,6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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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总收入 47,974.68 122,921.02 126,542.75 112,886.12 

营业利润 7,241.00 21,424.10 30,050.05 29,607.37 

利润总额 7,230.59 21,285.58 30,405.67 29,598.36 

净利润 5,664.18 17,386.08 25,868.47 25,033.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665.54 17,386.08 25,868.47 25,033.42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42.08 46,415.50 42,425.31 36,276.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69.54 -48,934.83 -43,452.75 -37,921.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24.92 16,159.67 13,226.24 7,839.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11.19 13,923.27 12,433.29 5,765.9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507.83 42,719.02 28,795.75 16,362.46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1.03 1.26 1.36 1.25 

速动比率（倍） 0.75 1.01 0.99 0.96 

资产负债率（合并） 41.28% 37.71% 32.61% 30.2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1.55% 27.82% 34.72% 28.7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84 4.98 4.63 4.12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2.02 4.90 5.18 5.03 

存货周转率（次/年） 1.39 3.52 3.59 3.7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8,239.83 39,486.64 46,627.91 44,008.61 

利息保障倍数（倍） 5.13 9.54 15.80 21.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 
0.28 1.15 1.05 0.9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3 0.34 0.31 0.14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6.08% 4.97% 4.85%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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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规模分别为

239,080.95 万元、278,495.14 万元、324,090.19 万元和 334,906.94 万元。其中，

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34.72%、32.55%、32.12%和 29.30%，呈现小

幅下滑趋势，主要因为公司近年业务的扩展致使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非流动资

产规模的增大。但总体来看，公司资产规模稳步上升，资产结构较为稳定。最近

三年及一期各期末，公司负债分别为 72,392.79 万元、90,804.48 万元、122,230.09

万元和 138,262.90 万元，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92.09%、73.28%、67.68%和 69.00%。 

2、偿债能力分析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25、1.36、1.26 和 1.03，速动比率分别为 0.96、0.99、1.01 和 0.75，公司短期

偿债能力总体稳健。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0.28%、32.61%、37.71%和 41.28%，

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致使公司对流动资金需求进

一步提高，故而加大了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规模。 

3、盈利能力分析 

2018 年以来，公司所处的汽车行业整体表现低迷，中国汽车市场连续两年

出现负增长，加之受 2020 年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的业绩出现一定波动。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12,886.12 万元、

126,542.75 万元、122,921.02 万元和 47,974.68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25,033.42 万元、25,868.47 万元、17,386.08 万元和 5,665.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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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保荐代表人：赵冬冬、徐恩 

项目协办人：李超 

项目组成员：唐雅娟、吴承烨 

联系电话：021-35082501 

传真：021-3508215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楼 

负责人：顾功耘 

经办律师：劳正中、詹程、张晓枫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负责人：李惠琦 

经办注册会计师：范晓红、欧阳鹏  

联系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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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书》。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精锻科技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已指派赵冬冬、徐恩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

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

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

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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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时间 

1、发行人：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双登大道 198 号 

电话： 0523-80512658、0523-80512699 

传真： 0523-80512000 

2、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 号国投大厦 5 楼 

电话： 021-35082126 

传真： 021-35082151 

3、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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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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