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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以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以下称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以下称“《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称“《承销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下称“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

所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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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与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的，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称“上交所”），并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

据现行中国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计、验资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

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

据、报告的内容，本所以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中如无特别说明，“元”均指的是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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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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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

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的议案》《关于制定<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 年-2023 年）>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十一项议案。

发行人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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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方）签订<附生效条件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的议案》《关于制定<桐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 年-2023 年）>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有关的全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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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减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股份数量的议案》《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方）签订<附

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

的措施（修订稿）的议案》的议案，调减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

股份数量。发行人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根据发行人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于董事会办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

授权，前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核发《关于核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01 号），核准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22,588,674 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

了应该取得的必要的授权和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尚需

获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 

二、本次发行的承销机构 

经核查，发行人已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签订承销协议，聘请其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本所律师查验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等业务资质文件，确认其具有担任本次发行主承销商的

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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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的过程和结果的合规性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控股股东桐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称“桐昆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磊鑫实业”），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磊鑫实业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并经本所核查，磊鑫实业的基

本情况如下： 

名称 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6882448H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光明路 199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士良 

成立日期 1999 年 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水泥制品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水果种植；蔬菜种植；油料种植；

豆类种植；谷物种植；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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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经营；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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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营期限 1999 年 1 月 28 日至长期 

根据磊鑫实业的最新《公司章程》，磊鑫实业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桐昆控股 1,036,078,189 94.19 



5-7 

2 陈士良 43,567,600 3.96 

3 许金祥 3,958,349 0.36 

4 陈建荣 3,487,080 0.32 

5 沈培兴 3,336,179 0.30 

6 沈昌松 3,206,384 0.29 

7 钟玉庆 3,200,245 0.29 

8 屈玲妹 3,165,974 0.29 

— 合计 1,100,000,000 100.00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陈士良直接持有磊鑫实业3.96%的股份，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桐昆控股直接持有磊鑫实业94.19%的股份，陈士良持有桐昆控股

的控制权，故磊鑫实业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协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认购对象与发行人已签署《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称“《认购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对股份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金额、认购方式、限

售期、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 

经核查，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协议内容合

法有效，该等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和数量 

1、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21 年 1 月 12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 A 股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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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80%。经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6.07 元/股。若发行人股票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021 年 5 月 10 日，发行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287,531,037 股为

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97,379,034.81

元。根据发行人《关于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的公告》，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由 16.07 元/股调整为 15.94 元/股。 

2、发行数量 

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核发《关于核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01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2,588,674 股新股。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发布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

告》，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123,588,456 股（含）新股。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发行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缴款及验资 

2021 年 9 月 9 日，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对象磊鑫实业发送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

下称“《缴款通知书》”）。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 15:00 时止，磊鑫实业根据

《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开设的指定账户（以下称“指定账户”）。 

2021 年 9 月 13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健验[2021]523 号），经验证，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 15:00 时止，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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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已收到磊鑫实业缴纳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认

购资金人民币 1,969,999,988.64 元。 

2021 年 9 月 1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含增值税）

后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2021 年 9 月 15 日，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526 号），

经验证，截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应募集资金总额

1,969,999,988.64 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税）8,229,788.1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1,961,770,200.52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 123,588,456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1,838,181,744.52 元。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发

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到位。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

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发行

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决议文件

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文件；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认购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到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若干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10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签字

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              

范瑞林 

 

经办律师（签字）：              

赵晓娟 

 

 

 

二〇二一年九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