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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编号：2021-034号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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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总数为 301,407,655 股 

 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5 月 7 日 

 本次配股上市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 1,326,113,055 股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众和”、“本公

司”、“公司”、“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

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21 年 4 月 8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

关资料。 

参与本次配股的公司第一大股东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二大股东云南博闻

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此次获配的股份从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6 个月内

不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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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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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配股新增 A 股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配

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3 号）文件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配股配售的 301,407,655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

于 2021 年 5 月 7 日起上市流通。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21 年 5 月 7 日 

3、股票简称：新疆众和 

4、股票代码：600888 

5、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1,024,705,400 股 

6、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301,407,655 股 

7、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1,326,113,055 股 

8、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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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XINJIANG JOINWORLD CO.,LTD.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疆众和 

股票代码：600888 

注册资本：102,470.54 万元人民币（发行前）；132,611.31 万元人民币（发行

后） 

法定代表人：孙健 

董事会秘书：刘建昊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喀什东路 18 号 

邮政编码：830013 

联系电话：0991-6689800 

联系传真：0991-6689882 

电子邮箱：xjjw600888@joinworld.com 

所属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发电；经营道路运输业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经营；高纯铝、电子

铝箔、腐蚀箔、化成箔电子元器件原料、铝及铝制品、铝合金、炭素的生产、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本企业生产废旧物资的销

售；非标准机加工件、钢结构件、机电产品的制造、安装、销售；金属支架的制

造、安装及电器设备安装；线路铁塔的制造、销售；金属幕墙建筑；冶金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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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炉窑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焊剂销售；电解

及相关行业配套的设备、配件、材料的销售及提供劳务、技术服务；材料加工；矿

产品、农产品、燃料油脂、机械设备、电子器具、建筑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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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配股发行前持股数

（股） 

本次配股发行后持股数

（股） 

1 孙健 董事长、总经理 650,000        845,000  

2 陆旸 董事、财务总监 273,000        354,900  

3 边明勇 副总经理 338,000        439,400  

4 陈长科 副总经理 260,000        338,000  

5 杨世虎 副总经理 260,000        338,000  

6 吴斌 副总经理 260,000        338,000  

7 宁红 副总经理 260,000        338,000  

8 李功海 副总经理 195,000       253,500  

9 郭万花 副总经理 260,000        338,000  

10 刘建昊 董事会秘书 273,000        354,900  

合计 3,029,000 3,937,700 

（三）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新。 

1、公司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 号 

注册资本：371,431.278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新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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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电线电缆及其他电气机械器材的制造、

销售、检修、安装及回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五金交电的销售；硅

及相关产品的制造、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矿产品的加工；新能源技术、建筑环保

技术、水资源利用技术及相关工程项目的研发及咨询；太阳能系统组配件、环保设

备的制造、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太阳能光伏离网和并网及风光互补系统、柴油机

光互补系统及其他新能源系列工程的设计、建设、安装及维护；太阳能集中供热工

程的设计、安装；太阳能光热产品的设计、制造；承包境外机电行业输变电、水

电、火电站工程和国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属的设备、材料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进口钢材经营；一般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电力行业甲级资质，可承接电力各等级工程施

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

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房屋出租；水的生产和供应

（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及相关

咨询；花草培育、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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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男，汉，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现任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特变

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特变电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副会长；曾任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

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碧辟佳阳太阳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碧辟普瑞太阳能有限公司董

事长、特变电工新疆电工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变动

（股） 

发行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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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6,385,631 9.41 0 96,385,631 7.2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28,319,769 90.59 301,407,655 1,229,727,424 92.73 

合计 1,024,705,400 100.00 301,407,655 1,326,113,055 100.00 

（五）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326,113,055 股。截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431,043,431  32.50 

2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3,348,275  7.04 

3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6,311,927  3.49 

4 
江苏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疌泉农银

国企混改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28,298,270  2.13 

5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182,000  0.99 

6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75,826  0.72 

7 卜桂平                9,230,000  0.70 

8 郑强                8,490,000  0.64 

9 李俊                7,800,000  0.59 

10 刘子轩                6,997,250  0.53 

合计            654,276,979    49.33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实际配售 301,407,655 股，均为网上配售。 

（二）发行价格：3.90 元/股。 

（三）发行方式：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 

（四）募集资金总额：1,175,489,85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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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20,669,580.64 元

（不含增值税，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配股

登记及其他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 0.07 元（不含税金额）。 

（六）募集资金净额：1,154,820,273.86 元。 

（七）募集资金验资情况：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发行

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CAC 证验字[2021]0085

号）。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49 元（按 2020 年年报归属于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26 元（按 2020 年年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重大

影响的其他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保荐代表人：梁百权、孟繁龙 

项目协办人：谢彦 

项目组其他人员：陈林、徐超、王琦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094 

（二）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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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

查，认为： 

发行人申请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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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配股公开发行的新增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新疆众和本次配股新增股票

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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