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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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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行数量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48,555,253股，发行价格

为12.24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股票48,555,253股已于2021年9月8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的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算，预计

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结论和核

准文号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2021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2020年6月29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相关事宜，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至2021年6月29日。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



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延长十二个月。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1）2020年10月26日，腾龙股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2）2020年11月6日，腾龙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常州腾龙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39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

面值为1.00元。 

2、发行数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48,555,253股。 

3、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2.24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594,316,296.7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11,088,018.60元（不含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83,228,278.12元。 

5、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截至2021年8月25日，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获配的全额资金汇入中

泰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

年8月26日出具了《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

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中天运验[2021]验字第90058号）。经审验，截至2021年8

月25日，保荐机构指定的中泰证券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配售对象缴付的腾龙股份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594,316,296.72元。 

2、2021年8月26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在扣除应付中泰证券的

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2021年8月27日，中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中天运验[2021]验字第90059号）。经审验，截至2021年8月26日止，公司共计

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594,316,296.7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11,088,018.60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3,228,278.12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48,555,25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534,673,025.12元。 

3、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2021年9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合规性的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中国证监会审

核通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39号）和公司履行的

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

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符合

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公司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

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

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2、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合规性的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公司询价及配售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有

关法律文件均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规定，并且符合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合

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50,980 29,999,995.20 

6 个月 

 

2 王洪涛 1,633,986 19,999,988.64 

3 丁志刚 1,633,986 19,999,988.64 

4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97,384 21,999,980.16 

5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33,986 19,999,988.64 

6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88,888 16,999,989.12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66,666 50,999,991.84 

8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安

定增保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88,888 16,999,989.12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33,986 19,999,988.64 

1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01,960 59,999,990.40 

11 吕强 4,084,967 49,999,996.08 

12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轻盐智选 2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614,379 31,999,998.96 

13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 

尊享 2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33,986 19,999,988.64 

14 洪仲海 2,042,483 24,999,991.92 

15 尚中利 1,388,888 16,999,989.12 

1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管-

兴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

管理产品 

1,388,888 16,999,989.12 

1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管-

中信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

管理产品 

1,388,888 16,999,989.12 

1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

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
1,388,888 16,999,989.12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 
台州路桥华瞬健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52,287 18,999,992.88 

20 高爱苹 1,633,986 19,999,988.64 

2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75,163 55,999,995.12 

22 
广东同茂富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88,888 16,999,989.12 

23 何慧清 490,196 5,999,999.04 

24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 

富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2,656 4,316,509.44 

合计  48,555,253 594,316,296.72 - 

 

（二）发行对象简介 

1、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117 号 9 楼 901、902 室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邓晖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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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2、王洪涛 

姓名 王洪涛 

住址 哈尔滨市***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3、丁志刚 

姓名 丁志刚 

住址 江苏省无锡市***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4、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65 

注册资本 3,465 万 

法定代表人 刘卓锋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基金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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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5、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 号 2 层 225 室 

注册资本 11,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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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6、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 667 弄 107 号 404 室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东升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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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7、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注册资本 482,725.6868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

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

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

业务；三、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

五、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

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

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十二、网上证券委

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业务；十八、股票期权做市业务；十九、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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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8、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注册资本 23,8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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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9、吕强 

姓名 吕强 

住址 江苏省泰州市***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0、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78 号运达国际广场 28 楼 

注册资本 97,882.2971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任颜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

财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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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1、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10 室-56 

注册资本 5,637.3988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肖大强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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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

业务）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2、洪仲海 

姓名 洪仲海 

住址 福建省厦门市***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3、尚中利 

姓名 尚中利 

住址 河北省衡水市***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4、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1102 室 

注册资本 60,06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

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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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5、台州路桥华瞬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腾达路 1991 号和兴村大楼 11 楼 

注册资本 - 

法定代表人 杭州龙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资贷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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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6、高爱苹 

姓名 高爱苹 

住址 河南省洛阳市***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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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8、广东同茂富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6063（集中办公区） 

注册资本 - 

法定代表人 珠海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基金；基金管理

（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协会登记的，不得开

展私募基金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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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19、何慧清 

姓名 何慧清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20、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院 A 座 8 层 1006 号-1 

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意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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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禁售期 6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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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承诺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公

司、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非公开发行前（截至2021年7月30日）  非公开发行后（截至2021年9月8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持有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持有  



比例  比例  

1 
腾龙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95,548,740 31.64%  1 

腾龙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95,548,740 27.26%  

2 蒋依琳 47,365,080 15.68%  2 蒋依琳 47,365,080 13.51%  

3 王柳芳 15,162,420 5.02%  3 钟萱 12,171,060 3.47%  

4 钟萱 13,277,260 4.40%  4 王柳芳 12,142,320 3.46%  

5 蒋建平 4,803,340 1.59%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磐

利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01,960 1.40%  

6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4,360,000 1.44%  6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4,360,000 1.24%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富成长趋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180,000 1.38%  7 吕强 4,084,967 1.17%  

8 

中金公司－建设银

行－中金铭柏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615,279 0.87%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富成长趋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580,000 1.02%  

9 
江苏现代资产投资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479,323 0.82%  9 余忠国 3,022,980 0.86%  

10 

中国建设银行－华

富竞争力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0.66%  10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轻

盐智选20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614,379 0.75%  

 

本次权益变动前，腾龙科技及一致行动人蒋依琳、蒋学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7.62%。本次权益变动后，腾龙科技及一致行动人蒋依琳、蒋学真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41.02%。 

本次发行完成后，腾龙科技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48,555,253 13.85 

一、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2,015,680 100.00 302,015,680 86.15 

二、总股本 302,015,680 100.00 350,570,93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

水平将有所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

降低财务成本和财务风险，增强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环

保政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

致的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三）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将增加，股东结构将发生一定

变化，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除此之外，公司暂无其他因本次发行而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

的计划。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结构不会有实质影响，公司将保持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

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未新增产生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仍将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保持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峰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联系电话： 0755-82773939 

传真： 0755-82772171 

保荐代表人 李瑶、卢戈 

项目组成员 翟云耀、高旭佳、陈威震、程笛、田强强、陆杨、高骜旻、邱诗云 

（二）公司律师 

名称：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孟繁锋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北路429号泰康保险大厦26楼 

联系电话： 021-58358013 

传真： 021-58358012 

经办律师： 陈洁、陈晓敏 

（三）审计机构 

名称：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祝卫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1号楼1门701-704 

联系电话： 010-88395676 

传真： 010-88395200 

经办会计师： 陈晓龙、娄新洁、刘鑫康 

（四）验资机构 

名称：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祝卫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1号楼1门701-704 

联系电话： 010-88395676 



传真： 010-88395200 

经办会计师： 陈晓龙、刘鑫康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腾龙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

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三）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腾龙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