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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三房巷 指 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三房巷发行股份购买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所持有的

海伦石化 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0,000 万元 

本次发行 指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发

行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0,000.00 万元 

本报告、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三房巷集团 指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海伦石化 指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 

PTA 技改项目 指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节能减排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PTA 指 

生产聚酯（PET）的原料之一。在常温下为白色粉状晶体，是

重要的大宗有机原料之一，其主要用途是生产聚酯纤维、聚酯

瓶片和聚酯薄膜，广泛应用于化学纤维、轻工、电子、建筑等

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MEG 指 
无色、无臭、有甜味、粘稠液体，主要用于生产聚酯纤维、防

冻剂、不饱和聚酯树脂、润滑剂、增塑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以及炸药等 

瓶级聚酯切片 指 
由 PTA 和 MEG 为原料经酯化或酯交换和缩聚反应而制得的

成纤高聚物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发行人律师、通力律

师 
指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大华审计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认购邀请书》 指 
《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缴款通知》 指 
《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结果及缴款通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造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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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证券发行涉及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2019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

相关议案。 

2020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

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 

2、本次证券发行涉及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020年1月22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

相关议案。 

2020年4月13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发行

方案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非公开监管部门的核准情况 

1、2020年7月28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20年第31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

易事项获有条件通过。 

2、2020年9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三房巷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三房巷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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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号），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获配

的8名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的要求向独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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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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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年7月13日，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的专用账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指定收

款账户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1年7月14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字

（2021）第07015号），截至2021年7月13日止，海通证券为本次发行指定的认购资

金专用账户已收到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581,191,043.67元。2021年7月

14日，海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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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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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5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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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506号），截至2021

年7月14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581,191,043.67元，扣除相

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04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9,151,043.67

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239,173,269.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339,977,774.67元，变更后的股本金额为人民币3,896,339,676.00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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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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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专

款专用。 

（四）股权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7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

为6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非交易日顺延）。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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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 

（二）发行方式和时间 

本次发行通过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核

准批复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发行。 

（三）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1年7月6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

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即不低于2.43元/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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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认购价格优先、

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43元

/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发行底价为2.43元/股。 

（四）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39,173,269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未超过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 797,244,230 股的 3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581,191,043.67元，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04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579,151,043.67元，不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800,000,000.00

元，亦不超过募投项目总投资。 

（五）锁定期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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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江苏三房巷

聚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

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的名单》中符合相关条件的73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送达了

《认购邀请书》，前述73名投资者包括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20大股东中无关联关系

且非港股通的18名股东；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家证券公司；5家保险公

司；10家一般法人投资者及10名个人投资者；上述投资者中有24名投资者已经提交

认购意向书。上述过程均经过发行人律师见证。 

（二）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2021年7月8日上午9:00-11:30，在通力律师的全程见证下，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共收到9单《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

文件的要求及时提交了相关申购文件。 

有效申购报价单的簿记数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 
申购金额

（万元） 
应缴履约保

证金（万元） 

实缴履约

保证金（万

元） 

1 马铁城 2.48 2,100.00 200.00 200.00 

2 
聚润（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聚润全天候 6 号证券私募投资基

金 
2.43 2,000.00 200.00 200.00 

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3 2,000.00 

200.00 200.00 2.50 2,000.00 

2.60 2,000.00 

4 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 2.43 5,000.00 200.00 200.00 

5 刘德成 2.43 2,000.00 200.00 200.00 

6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

重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6 2,000.00 200.00 200.00 

7 陆洲新 
2.45 2,200.00 

200.00 200.00 
2.62 2,000.00 

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3 10,000.00 - - 

9 李建锋 2.91 34,000.00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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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7月8日12:00，除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备

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已按照《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足额缴纳了保证金。上述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申购报价

单及相关材料。上述投资者的申报均为符合认购邀请书规定条件的有效申报。 

（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关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及获

配股数的规定，对有效申购报价按照报价高低进行累计统计，遵循价格优先、申购

数量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43元/股，发行数量为239,173,269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581,191,043.67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文规定

的上限。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为 8 家，均在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发送认购邀请书的特定对象投资者名单之内，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元）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李建锋 339,999,998.85 139,917,695 6 

2 陆洲新 21,999,997.71 9,053,497 6 

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99,998.36 8,230,452 6 

4 马铁城 20,999,999.25 8,641,975 6 

5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
立华定增重阳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9,999,998.36 8,230,452 6 

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9,999,999.09 41,152,263 6 

7 
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

有限公司 
49,999,998.33 20,576,131 6 

8 
聚润（北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聚润全天候 6
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8,191,053.72 3,370,804 6 

合计 581,191,043.67 239,173,269 - 

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

的相关规定。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

格优先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

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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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 

发行对象情况如下： 

1、李建锋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202221969********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2、陆洲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202111969********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 

3、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237,811.9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01-08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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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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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马铁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2301051970********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 

5、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11-06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 8 号 7 栋 7-B 

法定代表人：王政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和期货）、投资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其它无需许可或审批的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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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03-05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 号 8 号楼嘉昱大厦 16-1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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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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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12-01 

住所：江阴市香山路 158 号 

法定代表人：薛健 

经营范围：电力及相关产品、热力的经营；电力投资；交通基础设备投资；

建材、金属材料的销售；煤炭的批发；电力、热力咨询服务及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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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聚润（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聚润全天候 6 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聚润（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10-14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5 号 18 层 1832 室 

法定代表人：曹诗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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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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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合规性及关联关系核查 

1、发行对象适当性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

度的要求，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

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开展了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工作。 

经核查，最终获配投资者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2、发行对象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或分级

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三房巷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资金的情形；

不存在接受三房巷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资

助、借款、提供担保或者补偿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银行理财产品或

资金池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共 8 名，其中，需进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发行对象共 2 名，

其余 6 名发行对象无需进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的发行对

象登记备案如下：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聚润

（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聚润全天候 6 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等 2 名发行对象参

与认购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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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内

需登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上述机构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

和备案。 

无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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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情况如下： 

（1）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上述发行对象及其管理的

公募基金产品，参与认购的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

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公募基金产品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程序； 

（2）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证券公司，其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无需进行

私募管理人登记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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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该等规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

登记备案手续； 

（3）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为境内公司制企业，其认购资金为自有

资金，无需进行私募管理人登记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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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该等规定办

理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4）李建锋、陆洲新、马铁城等 3 名为中国国籍自然人，根据其提供的材料

及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无需进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

求的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过程以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

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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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售结果符合《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三房巷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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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号）、以及向认购对象发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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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和《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结果及缴款通知》的相关规

定。 

3、发行对象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

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

关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

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

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签字主办人：陈松、孔营豪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219719 

传真：021- 63411061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韩炯 

经办律师：李仲英、郭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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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和 16 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梁春 

经办会计师：陈泓洲、刘铸鹏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梁春 

经办会计师：叶善武、刘铸鹏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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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信息，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3,657,166,407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2,967,261,031 81.14 

2 江苏三房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194,552 5.47 

3 上海优常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1,498,054 1.96 

4 上海休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7,198,443 1.56 

5 周利方 18,286,431 0.50 

6 吴海燕 9,076,575 0.25 

7 曹万清 8,000,000 0.22 

8 许华 4,007,793 0.11 

9 何波 3,846,998 0.11 

10 蔡蓉蓉 3,373,800 0.09 

合计 3,342,743,677 91.4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2,967,261,031 76.16 

2 江苏三房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194,552 5.14 

3 李建锋 139,917,695 3.59 

4 上海优常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1,498,054 1.84 

5 上海休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7,198,443 1.47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28,483,538 0.73 

7 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 20,576,131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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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8 周利方 18,655,431 0.48 

9 吴海燕 9,076,575 0.23 

10 陆洲新 9,053,497 0.23 

合计 3,521,914,947.00 90.39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657,166,407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39,173,269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3,896,339,676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变动 发行后 

股数 比例 发行数量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859,922,177 78.20 239,173,269 3,099,095,446 79.54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797,244,230 21.80 - 797,244,230 20.46 

股份总数 3,657,166,407 100.00 239,173,269 3,896,339,676 100.00 

（二）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

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

将得到提高，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进

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取得三房巷集团等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海

伦石化 100%股权，将三房巷集团中盈利能力较强的瓶级聚酯切片、PTA 业务注

入公司，使得公司实现从 PTA 到瓶级聚酯切片产业链。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海伦石化 PTA 技改项目”有助于海伦石化主装置实现

节能降耗，提高重组项目的整合绩效，进一步提升公司 PTA 和瓶级聚酯切片业务



 

1-23 

的发展；“补充流动资金、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将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

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提高抗风险能力，提升盈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

理结构。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

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人员、机

构、财务、业务的独立。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原有

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

定，进一步规范运作，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股东基础的

扩大和股东结构的改善，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

此而发生改变。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为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新的关

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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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 

三房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

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

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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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报备的发行方案相关规定一致；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

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均已对取得公司股份做出

限售承诺，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 

三房巷本次交易已依其进行阶段取得了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相

关内部批准和授权，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三房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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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

发行的认购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均符合法律、法规以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缴款通知》《认购协议》合法、有效，三房巷本次发行

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房巷尚需就本次发行事宜

办理股份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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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三房巷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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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号）； 

2、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3、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1）

第 07015 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

字[2021]000506 号）； 

5、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发行人：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周庄镇三房巷村 

电话：0510-86229867 

传真：0510-86229823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电话：021-23219719 

传真：021- 63411061 

三、查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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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5:0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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