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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天顺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37 号）的核准，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天顺股份”）

向胡晓玲非公开发行 4,200,19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11.71 元/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9,184,236.61 元。作为天顺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

万宏源承销保荐”、“保荐机构”）认为天顺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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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

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Xinjiang Tianshun Supply Chain Co.,Ltd.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顺股份 

股票代码：002800 

上市日期：2016 年 5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王普宇 

注册资本（发行前）：104,55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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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发行后）：108,752,191.00 元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赛里木湖路 133 号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 52 号 

公司电话：0991-3792613 

公司传真：0991-3792602 

公司网址：www.xjtsscm.com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200,191 股，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发行上限。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1.71 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总量=20.65元

/股）。本次发行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实施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5 元（含税），本

次发行价格由 16.52 元/股调整为 16.465 元/股。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46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79 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5 月 25 日，除息日为 2021 年 5 月 26 日。权益分派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由 16.465 元/股调整为 11.71 元/股，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实

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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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四）发行对象、配售股份数量、配售金额及股份锁定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胡晓玲女士。本次发

行认购对象认购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胡晓玲 4,200,191 49,184,236.61 36 个月 

 合计 4,200,191 49,184,236.61 - 

（五）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2021 年 9 月 15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大信验字[2021]第 12-1000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

14:00 止，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已收到胡晓玲女士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49,184,236.61 元（大写肆仟玖佰壹拾捌万肆仟贰佰叁拾陆元陆角壹分）。 

2021 年 9 月 16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信验字[2021]

第 12-1000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止，天顺股份实际已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4,200,191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9,184,236.61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3,343,368.21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5,840,868.40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200,191.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41,640,677.40 元。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以 2021年 6月 30日为基础）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 4,287,937 4.10 4,200,191 8,488,128 7.81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 100,264,063 95.90 - 100,264,063 92.19 

股份总数 104,552,000 100.00 4,200,191 108,752,19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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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超过 7%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

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本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

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

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

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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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

施。 

五、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的 1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内

控制度，明确高管人员的行为规则，制定防止高管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具体措施，协助发行人制订、

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涉

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

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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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

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

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剑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4 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保荐代表人：秦军、谷兵 

联系电话：010-88085760、010-88085885  

联系传真：010-88085254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上市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慎

的核查，出具保荐意见如下：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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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为此，申万宏源证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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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保荐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同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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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天顺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秦  军                             谷  兵 

 

 

法定代表人：                   

                  张 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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