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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47,793,365 股 

发行股票价格：16.88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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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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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30 日，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

行人”）召开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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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经第三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021 年 3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对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延期的

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

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22 年 4 月 19 日。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有关延长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监管部门的核准过程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646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 

(二) 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47,793,365 股，均为现金认购 

4、发行价格：16.88 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06,752,001.20 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 6,865,465.44 元（不含增值税）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99,886,535.76 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

报告》（众环验字【2021】0800008 号），确认截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止，信达

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户名：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北京前门支行，账号：11001005100053013161）实际收到投资者明再远

认购新天然气非公开发行 47,793,365 股股票之认购资金，金额合计人民币

806,752,001.20 元，已全部存入上述认购资金专用账户中。 

2021 年 10 月 15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

报告》（众环验字（2021）0800009 号），确认截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止，公司

向明再远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47,793,365.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06,752,001.2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共计人民币 6,865,465.44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99,886,535.76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47,793,365.00 元，余

额人民币 752,093,170.76 元转入资本公积。经本次发行，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423,921,327.00 元。 

2、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

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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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 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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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①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② 本次非公开发行严格按照《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要求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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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③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发行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金额及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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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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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发行的认购对象明再远先生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以分

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

其关联方资金、或接受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亦

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

策的规定； 

④ 本次发行事项均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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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

行的过程、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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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本



次发行过程涉及的《缴款通知》《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的结果符合公平、公正原则。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6.88 元/股，发行数量为 47,793,365 股，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06,752,001.20 元，本次发行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数量（股） 

1 明再远 806,752,001.20 47,793,365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

易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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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对象情况 

姓名：明再远 

身份证号：5106021963******** 

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明再远先生持有公司 134,650,949 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 35.80%，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明再远先生本次以现金方式

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构成关联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的重大交易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发行

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

人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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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发行对象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的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明再远先生为自然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1 明再远 134,650,949 35.80 - 

2 尹显峰 14,683,453 3.90 - 

3 明再富 11,037,906 2.93 - 

4 郭志辉 5,576,743 1.48 - 

5 黄敏 5,146,656 1.37 - 

6 曲露丝 4,864,779 1.29 - 

7 吴金川 4,288,879 1.14 - 

8 明上渊 3,482,120 0.93 - 

9 张思凤 3,433,454 0.91 - 

10 明葹 3,431,102 0.91 - 

合计 190,596,041 50.6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以截止 2021年 6月 30 日公司在册股东为基础，考虑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1 明再远 182,444,314 43.04 47,793,365 

2 尹显峰 14,683,453 3.46 -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3 明再富 11,037,906 2.60 - 

4 郭志辉 5,576,743 1.32 - 

5 黄敏 5,146,656 1.21 - 

6 曲露丝 4,864,779 1.15 - 

7 吴金川 4,288,879 1.01 - 

8 明上渊 3,482,120 0.82 - 

9 张思凤 3,433,454 0.81 - 

10 明葹 3,431,102 0.81 - 

合计 238,389,406 56.23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明再远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本次发行后，其持股数量将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明再远先生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量为 134,650,949 股。本次发行后，明再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182,444,314 股。除此之外，公司其他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明再远先生，明再

远先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7,793,36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明

再远先生的持股数量为 182,444,314 股，持股比例为 43.0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

司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净资产水平

和资产流动性，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

司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时也可为公司未来业

务的发展和扩张提供流动资金支持。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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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 

（四）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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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关联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与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

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祝瑞敏 



保荐代表人：曾维佳、王卿 

项目协办人：粟帅（已离职） 

联系电话：010-88326911 

传真：010-83326920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负责人：华晓军 

经办律师：曲惠清、薛天天 

联系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91350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石文先 

签字注册会计师：魏云锋、杨俭 

联系电话：029-89522888 

传真：029-89523900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