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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浙江京新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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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67,567,567 股 

发行价格：7.4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95.80 元 

募集资金净额：495,040,026.39 元 

二、各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京新控股。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总金额为人民币499,999,995.80元。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如果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从其规定。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67,567,567股，将于2021年9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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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

含义： 

发行人、京新药业、股份公司、

公司 
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吕钢 

京新控股 指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A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公司章程》 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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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注 2：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书中的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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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Jingxin Pharmaceutical Co., Ltd.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人民币 837,751,371 元 

股票简称 京新药业 

股票代码 0020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吕钢 

成立日期 1999 年 2 月 13 日 

上市日期 2004 年 7 月 15 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800 号 

邮政编码 312500 

电话号码 0575-86096890 

传真号码 0575-86096898 

互联网地址 www.jingxinpharm.com 

电子信箱 jingxin@jingxinpharm.com 

经营范围 

药品生产业务范围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 化工中间体（不含

危险品）的生产销售，新产品开发及技术转让，经营进出口业务

（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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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财务报表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1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最近三年及一

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流动资产 266,311.83 312,501.43 348,516.57 303,6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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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6月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非流动资产 284,520.14 254,123.27 213,992.24 198,096.57 

资产总计 550,831.97 566,624.70 562,508.80 501,776.92 

流动负债 131,355.21 154,685.90 177,029.22 135,314.73 

非流动负债 19,851.83 18,671.86 14,408.41 7,736.86 

负债总计 151,207.04 173,357.75 191,437.63 143,051.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97,748.07 391,760.30 369,607.98 357,378.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9,624.93 393,266.95 371,071.17 358,725.3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65,991.20 325,807.55 364,668.39 294,380.20 

营业成本 74,124.28 127,332.83 127,342.88 103,468.07 

营业利润 30,156.84 76,538.62 60,206.31 41,542.22 

利润总额 30,276.96 75,897.90 60,341.40 41,457.01 

净利润 27,085.98 65,332.73 52,194.85 37,061.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7,076.13 65,307.02 52,039.62 36,928.1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1.65 51,321.05 53,530.13 52,293.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82.40 46,392.50 -21,420.88 -18,371.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42.14 -49,737.87 -22,634.10 -27,063.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51.39 46,981.01 9,653.34 7,191.46 

4、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具体如下： 

项目 2021 年 6 月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流动比率 2.03 2.02 1.97 2.24 

速动比率 1.61 1.70 1.73 1.98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27.45 30.59 34.03 28.51 

每股净资产（元/股） 4.75 5.55 5.10 4.93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15 8.77 8.70 7.40 

存货周转率（次） 1.41 2.78 3.2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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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6 月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08 0.73 0.74 0.72 

每股净现金流（元） -0.08 0.67 0.13 0.10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益

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71 17.38 14.41 9.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11.88 11.66 8.34 

基本每

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82
注
 0.61

注
 0.43

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29 0.56

注
 0.49

注
 0.36

注
 

稀释每

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82
注
 0.61

注
 0.43

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

每股收益（元/股） 
0.29 0.56

注
 0.49

注
 0.36

注
 

注：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705,507,776股增加至837,751,371股。以

前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均按照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1、2020 年 7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审议，董事会认为发行人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条件，并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方案进行了修订。 

3、2020 年 8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涉及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审议并形成决议。 

4、2020 年 12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做出决议，包括调修订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股份数量

等事项。 

5、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调

修订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股份数量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做出了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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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1、2021 年 1 月 11 日，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非公开发行核准批复（证监许可

[2021]190 号），批文签发日为 2021 年 1 月 21 日，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1 年 8 月 20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京新控股送达了缴款通知书，

要求京新控股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 12:00 前将认购款 499,999,995.80 元划入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缴款。 

2021 年 8 月 2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357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 17 时止，

主承销商已收到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499,999,995.80 元。 

2021 年 8 月 23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款项扣除承销费

用（不含增值税）4,959,969.41 元后划付至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2021 年 8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

师报字[2021]第 ZA15359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8 月 23 日 11 时止，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499,999,995.80 元，扣除承

销费及保荐费人民币 4,641,509.43 元（不含税）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主承销商已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将人民币 495,358,486.37 元缴存于发行人在

民生银行绍兴嵊州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33248766 和 633248740

账 号 内 。 发 行 人 已 收 到 的 上 述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认 购 资 金 人 民 币

495,358,486.37 元扣除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337,567.57 元及加上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可抵扣的增值税进

项税额合计人民币 19,107.5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的净额为人民币

495,040,026.39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67,567,567.00 元，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27,472,459.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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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监会非公开发行核准批复（证监

许可[2021]190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 54,824,561 股。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发行数量调整为 67,567,567 股，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三）锁定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如果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从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2020年7月14日），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80%，即9.12元/股。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7.40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

交易均价的80%（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量）。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499,999,995.8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4,959,969.4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95,040,026.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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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费用的明细如下： 

费用类别 不含税金额（人民币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4,641,509.43 

会计师费用 66,037.74 

律师费用 188,679.25 

发行手续费用 63,742.99 

合计 4,959,969.41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将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

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六）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亿元 

法定代表人 吕钢 

成立日期 2010 年 1 月 27 日 

注册地址 新昌县羽林街道羽林路 53 号 1 幢 

办公地址 新昌县羽林街道羽林路 53 号 1 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4550532095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2010 年 01 月 27 日至 2030 年 01 月 26 日 

股权结构 
实际控制人吕钢先生直接持有京新控股 51.00%的股权，通过浙江金

至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京新控股 49.00%的股权。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技术咨询、财务管理咨询；

销售：医药化工中间体、医药化工原料；货物进出口。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京新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吕钢先

生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京新药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吕钢直接持有发行人

178,796,755 股股份，占京新药业总股本的 21.34%。吕钢先生持有京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为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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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 67,398,826 股股份，占京新药业总股

本的 8.05%。吕钢最终受益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9.39%。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京新控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已进行信息披

露，详细情况请参阅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

露文件。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重大交易外，京新控股及其关联

方与公司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关联交易。 

4、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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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七）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及合规性核查 

1、发行对象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

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A类专业

投资者、B类专业投资者和C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

由低到高划分为C1、C2、C3、C4、C5。 

本次京新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R3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

资者风险等级为C3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

发行对象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京新控股属于B类专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

等级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2、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京新控股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

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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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京新控股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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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所规定需要登记备案的范围，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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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发行对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说明 

京新控股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

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况。 

（八）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公司已于2021年9月1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年9月2日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九）股票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67,567,567股，将于2021年9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

层 

保荐代表人：朱翔坚、汪颖 

项目协办人：李婧晖 

项目组成员：郭萌、李廷春、龙佳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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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平安金融大厦26楼 

联系人：朱翔坚、汪颖 

电话：021-20667733 

传真：021-20667733 

（二）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顾功耘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9/11/12层 

经办律师：马茜芝、孙雨顺、陈霞 

联系人：马茜芝、孙雨顺、陈霞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杨志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进华、刘泽波、唐晓瑜、李文龙  

联系人：唐晓瑜 

电话：0898-66599385 

传真：0898-665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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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吕钢 178,796,755 21.34% 人民币普通股 

2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398,826 8.05% 人民币普通股 

3 吕岳英 23,396,746 2.79% 人民币普通股 

4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268,513 2.30% 人民币普通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768,743 1.52% 人民币普通股 

6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309,934 1.47% 人民币普通股 

7 俞敏 8,530,000 1.02% 人民币普通股 

8 吕力平 7,900,800 0.94% 人民币普通股 

9 唐芳英 7,610,081 0.91% 人民币普通股 

10 俞更生 7,200,000 0.86% 人民币普通股 

注：俞敏持有的 7,800,000 股为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登记结果为基础，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吕钢 178,796,755  19.75% 人民币普通股 

2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4,966,393  14.91% 人民币普通股 

3 吕岳英 23,396,746  2.58% 人民币普通股 

4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268,513  2.13% 人民币普通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454,072  1.38% 人民币普通股 

6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309,934  1.36% 人民币普通股 

7 俞敏 8,529,000  0.94% 人民币普通股 

8 吕力平 7,900,800  0.8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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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芳英 7,610,081  0.84% 人民币普通股 

10 俞更生 7,200,000  0.80% 人民币普通股 

注：俞敏持有的 7,800,000 股为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新股67,567,567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吕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

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7,060,806 16.36 204,628,373 22.6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00,690,565 83.64 700,690,565 77.40 

三、股份总数 837,751,371 100.00 905,318,938 1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

账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

得到改善，财务风险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化学制剂、传统中药、生物制剂、化学原料药、

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为公司主营

业务，募集资金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将增加 80 亿粒固体制剂产品的产销能力，

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的布局， 为未来公司的持续经营发展提供保障。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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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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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高

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动。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

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京新控股，京新控股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吕钢先生控制的企业。公司本次向京新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发行完成后公司与京新控股不会因本次发行形成新的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京新控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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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合规性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发

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

大会决议和《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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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与

发行前向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一致。 

3、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资格符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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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发行对象京新控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的

相关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上述

发行对象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认购资金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

产品或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认购对象、认购金额及

认购资金来源等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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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协议》

合法、有效；本次募集资金已足额到账并经验资；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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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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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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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0 号）；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工作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5、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核查意见》； 

6、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京新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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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 

7、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三、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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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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