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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 

法律意见书 

 

案号：01F20194631 

致：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上海雅仕”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 2020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事宜的特聘专项法

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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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

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向本所作出如下保证：发行人已向本所提供了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

扫描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发行人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

部门撤销，且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发行人所

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

均真实、准确和完整，无任何隐瞒、虚假、遗漏或误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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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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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使用的词语或简称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使用的词

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告本次发行过程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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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8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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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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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免于作

出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 年-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修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江苏雅

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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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

项的调整作出决议。 

2020 年 4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公司二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解除相关协议并与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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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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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免于

作出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

项的调整作出决议。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批准 

2019 年 9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涉及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涉及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涉及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三）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雅仕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80 号），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00 万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发行人内部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关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承销商的主体资格 

（一）经核查，发行人目前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310000750551960R 的《营业执照》，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票简称为“上海雅仕”，证券代码为“603329”，自成立至今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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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査，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合法存续的上市公司，具有本次发行股票

的主体资格。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经核查，发行人与东兴证券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签署了《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

协议》（以下简称“《保荐协议》”）及《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以下简称“《承销协议》”），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东兴证券为一家在中国境内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证券

公司，具有担任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的业务资格，发行人与东兴证券签

署的《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合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一） 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经核查，于本次发行申购日（2021 年 3 月 5 日）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

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向 102 家特定投资者发出《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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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

海雅仕投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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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购邀请文件。上述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公司 20 家、

证券公司 11 家、保险机构 5 家、本次非公开发行及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

认购意向书的 42 家投资者，以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

（16 家）（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其中，自本次发行方案报备中国证监会（2020 年 12 月 22 日）至本次发行

启动时（2021 年 3 月 1 日），部分投资者向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交了认购意向

书，为推动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特申请在之前发行方案报备的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

名单》基础之上予以增加 8 名投资者。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

上述《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二） 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申购报价时间内，发行人及

主承销商共收到 5 名投资者发送的《申购报价单》。经主承销商确认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前述《申购报价单》的申购报价有效，主承销商据此进行了簿记建档，

具体情况如下： 

经核査，本所律师认为，5 名投资者的最终申购报价为有效报价，符合《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价格和认购对象的确定 

根据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控股

股东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雅仕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

象，其中雅仕集团拟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含本数），除雅

仕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

人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根据投资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认购对象和认购

价格确定原则，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68 元/股。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夏同山 9.77 1,400.00 

2 
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52 6,400.00 

10.02 6,400.00 

9.68 6,400.00 

3 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23 8,100.00 

4 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8 5,000.00 

5 康丰 
9.88 1,000.00 

9.68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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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及《认购

邀请书》，控股股东雅仕集团拟认购 4,000.00 万元份额，其不参与询价，接受最

终的询价结果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雅仕集团认购股份数量为其拟认购金额除以

最终发行价格，对认购股份数量不足 1 股的尾数做舍去处理，雅仕集团最终实际

获配股数为 4,132,231 股，获配金额为 39,999,996.08 元。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 9.68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 26,756,195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258,999,967.60 元，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上限 35,000.00 万

元；发行对象总数为 6 名，不超过 35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夏同山 1,446,280 13,999,990.40 

2 
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611,570 63,999,997.60 

3 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367,768 80,999,994.24 

4 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65,289 49,999,997.52 

5 康丰 1,033,057 9,999,991.76 

6 雅仕集团 4,132,231 39,999,996.08 

合计 26,756,195 258,999,967.6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认购邀请书》以及本次发行相关会议决议的规

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数量符合本次发行相关会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相关会议

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中有关发行数量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确

定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认购协议的签署、缴款及验资情况 

1、本次发行确定认购对象后，发行人通过主承销商向本次非公开确定的发

行对象发出了《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

下简称“《缴款通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所有认购对象已与发行人

签署了《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股票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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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票认购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2、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0336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主承销商已收到上海雅仕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的认购款项共计人民币 258,999,967.60 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A1033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发行人实际已新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26,756,195.00 股，发行价为每股 9.68 元，募集资金人民币

258,999,967.6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3,884,999.51 元，实际收到净募集

资金金额人民币 255,114,968.09元，上述资金已经缴存在发行人开立的存款账户。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58,999,967.60 元，扣除上市

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5,397,882.74 元，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53,602,084.86 元，其中，股本增加 26,756,195.00 元，股本溢价 226,845,889.86

元计入资本公积。各股东已通过货币出资，发行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58,756,195.00 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验资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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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规定。 

四、关于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共 6 名，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身份证复印

件、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夏同山、

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康丰、雅仕集团均具备作为发行对象的主体资

格，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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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同山 

夏同山，男，中国国籍，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身份证号码

为 23010419530809*****。 

2、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由私募基金管理人保利（横

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31136）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号：SNX528），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份额比例 

1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0125% 

2 陈坚 24.9969% 

3 何伟政 24.9969% 

4 黄志敏 24.9969% 

5 杨茵 24.9969% 

合计 100% 

3、盛世金财-连云港疌盛雅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盛世金财-连云港疌盛雅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系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江苏盛世

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1743）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号：SNT541），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份额比例 

1 连云港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26% 

2 江苏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投资有限公司 76.74.% 

合计 100% 

4、壹玖资产-敦朴 1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壹玖资产敦朴 1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系由私募基金管理人北京壹玖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15134）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号：SNM899），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份额比例 

1 张芸溥 60% 

2 杨贵庆 40%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44572.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44572.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44572.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18616.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186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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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5、康丰 

康丰，男，中国国籍，住所为南京市鼓楼区回龙桥*****，身份证号码为

32010619611022*****。 

6、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20700703791742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孙望平 

注册资本 11068.98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 8 号 206 室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与物流、贸易业务相关的均除外）；汽车用品的销售；经济信

息咨询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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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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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1998-07-29 

营业期限 1998-07-29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与发行人的关系 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二） 认购对象备案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确认的发

行对象的备案情况如下： 

1、夏同山、康丰两名认购对象为境内自然人、雅仕集团为境内设立的机构，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备案。 

2、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自有资金参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认购，珠海市联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3、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盛世金财-连云港疌盛雅仕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江苏盛世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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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盛世金财-

连云港疌盛雅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基金业协会完

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4、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壹玖资产-敦朴 1 号证券投资私募

基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壹玖资产-敦朴 1 号证券投

资私募基金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三） 关联关系核査 

根据认购对象出具的《申购报价单》、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认购对象

中的雅仕集团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最终获配的其他投资者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不存

在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发行人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

准和核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票认购协议》

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伍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

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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