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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3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03 

债券代码：136299         债券简称：16 翠微 01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50,993,973股 

发行价格：6.64/股 

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股） 

1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307,228 

2 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33,734 

3 王远青 1,506,024 

4 吴飞 1,746,987 

合计 50,993,973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1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

份可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

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3、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所出具的大华验字[2021]000029 号《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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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止，主承销商中信建投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4 家认购对象缴纳认购翠

微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 338,599,980.72 元。 

根据大华会所出具的大华验字[2021]000030 号《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止，翠微股份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338,599,980.72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9,530,182.36 元，翠微股份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319,069,798.36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0,993,973.00 元，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68,075,825.36 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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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已获翠微集团、海淀国资中心的原则性同意； 

2、交易对方已履行各自有关审批程序审议通过参与本次交易； 

3、本次交易预案已获得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预案（修订稿）已获得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6、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及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7、本次交易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8、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9、本次交易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 

10、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已获得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11、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已获得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 

12、北京翠微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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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于 2020 年 7 月 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 

13、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166 号批复，

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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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共 4 名，分别为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远青和吴飞。 

3、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的

发行期首日（2020 年 12 月 23 日）。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采用询价发行方式，确定发行底价为

6.6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23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上市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

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原则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价格由上市公司与独

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配售原则协商确定为 6.64 元/

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股票在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至发行前的期间未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不需要对本次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993,97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38,599,980.72 元，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129,767.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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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所出具的大华验字[2021]000029 号《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止，主承销商中信建投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4 家认购对象缴纳认购翠

微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 338,599,980.72 元。 

根据大华会所出具的大华验字[2021]000030 号《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止，翠微股份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338,599,980.72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9,530,182.36 元，翠微股份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319,069,798.36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0,993,973.00 元，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68,075,825.36 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增发的 50,993,973 股股份向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提交了相

关登记材料，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已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办理完毕。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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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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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

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本

次发行对象中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翎贲连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 

2、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翠微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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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993,973 股，本次发行对象确定为 4 名投资者，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39,307,228 260,999,993.92 

2 
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433,734 55,999,993.76 

3 王远青 1,506,024 9,999,999.36 

4 吴飞 1,746,987 11,599,993.68 

合计 50,993,973 338,599,9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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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情况 

1、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C座16层N16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06BTB4T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 

成立日期：2016年6月21日 

2、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万寿路15号D4栋B-12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2GX3M9K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1日 

3、王远青 

身份证件号：33032919******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 

4、吴飞 

身份证号：11010219******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王远青和吴飞均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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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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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

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因此，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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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上述机构及人员控制的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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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及上述机构及人员控制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

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数为 747,742,692 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翠微集团 17,209.21 23.01% 

海淀国资中心 15,574.93 20.83% 

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962.38 10.65% 

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 2,007.05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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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周宇光 1,937.28 2.59%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549.40 2.07% 

周爽 953.94 1.28% 

黄文 889.25 1.19%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9.25 1.19% 

章文芝 622.48 0.83% 

合计 49,595.19 66.33% 

（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1 年 1 月 21 日，上市公司

总股数增加为 798,736,665 股，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翠微集团 17,209.21 21.55% 

海淀国资中心 15,574.93 19.50% 

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962.38 9.97%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30.72 4.92% 

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 2,007.05 2.51% 

周宇光 1,937.28 2.43%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549.40 1.94% 

周爽 1,003.48 1.26% 

黄文 889.25 1.11%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9.25 1.11% 

合计 52,952.95 66.30%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翠微集团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海淀区国资委均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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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3,598,470 29.90% 50,993,973 274,592,443 34.38% 

无限售条件股份 524,144,222 70.10% - 524,144,222 65.62% 

股份总数 747,742,692 100.00% 50,993,973 798,736,665 100.00%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商品零售业务，以百货业态为主，超市、

餐饮等多种业态协同。公司在北京拥有翠微百货翠微店（A、B座）、牡丹园店、

龙德店、大成路店、当代商城中关村店、鼎城店和甘家口百货7家门店，建筑面

积共计40.23万平方米。公司业务经营模式包括联营、自营及租赁，以联营为主，

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商品销售和租赁业务收入。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公司持续推进百货零售主业的转型升级，积

极拓展新零售业态、新生活领域，增强生活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积极延伸投资

发展新兴领域，促进生活与科技的融合，推进与海淀区建设城市新形态、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区的战略协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海科融通98.2975%股权，上市公司的主要业

务将新增第三方支付服务。海科融通作为国内较早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公司，

长期深耕第三方支付服务领域，综合服务能力突出、项目经验丰富、牌照资质齐

备，目前与中国银联以及众多的商户拓展服务机构、商户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实现业务转型，能够有效拓宽盈利来源，提升可

持续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以及后续发展潜力，为整体经营业绩提升提供保证，

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北京翠微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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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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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10-85130679 

传真：010-65608451 

经办人员：蒲飞、张钟伟、王松朝、张悦、刘博、孙明轩、杨骏威、郑声达、

臧家新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B 座 10 层 

单位负责人：朱小辉 

电话：010-57763888 

传真：010-57763777 

经办人员：何鹏、逄杨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单位负责人：杨雄 

电话：010-583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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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3428201 

经办人员：丛存、张丽芳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939 室 

法定代表人：胡智 

电话：010-88000000 

传真：010-88000006 

经办人员：汪炫、张凌波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海淀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166 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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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法律顾问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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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的法律

意见书》； 

5、审计机构出具的《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029 号）和《北京翠微

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

华验字[2021]0000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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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翠微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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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7、《北京翠微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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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