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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9       证券简称：天润乳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56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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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 股）51,590,909 股 

 发行价格：11.00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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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手续，均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其中，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二师国资公司”）认购股份限售期为 18 个月，其余投资者

认购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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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3 月 26 日，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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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 

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疆天润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2 号），核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51,590,909 股  

3、发行价格：11.00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567,499,999.00 元  

5、发行费用：11,338,996.20 元  

6、募集资金净额：556,161,002.80 元  

7、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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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希

会验字（2021）0064 号）和《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

金总额的验证报告》（希会验字（2021）0065 号）。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已向 17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1,590,909 股，

发行价格 11.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7,499,999.00 元，扣减本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的保荐费用及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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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人民币 10,158,249.98 元（不含增值税，下同）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557,341,749.02 元。本次发行在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1,338,996.20 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6,161,002.80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51,590,909.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04,570,093.80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51,590,909 股股份已于 2021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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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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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

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

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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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 

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十二师国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外，发行对象不包

括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

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

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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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2、律师事务所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

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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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1.00 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 51,590,909 股，募集资金总额 567,499,999.00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7 家，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锁定期

（月）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 16,044,772 176,492,492.0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6,281,818 69,099,998.00 

3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 3,636,363 39,999,993.00 

4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6 2,727,272 29,999,992.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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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727,272 29,999,992.00 

6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 2,727,272 29,999,992.00 

7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6 2,545,454 27,999,994.00 

8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 2,445,454 26,899,994.00 

9 
厦门博芮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博芮东

方价值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 2,272,727 24,999,997.00 

10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 2,272,727 24,999,9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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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锁定期

（月）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1 
上海世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世域三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 1,363,636 14,999,996.00 

12 
新疆新动能定向增发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 1,091,597 12,007,567.00 

13 乔中兴 6 1,090,909 11,999,999.00 

1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1,090,909 11,999,999.00 

15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 8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 1,090,909 11,999,999.00 

16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 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 1,090,909 11,999,999.00 

17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 1,090,909 11,999,999.00 

合 计 - 51,590,909 567,499,999.00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述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将于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上市流通。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共 17 名，具体情况如下：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新市区 104 团百园路附 7 号 

法定代表人：许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3839494X8 

成立日期：2002 年 7 月 24 日 

注册资本：110,349.0981 万元 

经营范围：经授权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和托管；资产收购、资产处置及相

关的产业投资；房屋租赁；土地租赁；农业技术服务与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

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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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6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日期：2011 年 06 月 21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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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65 

法定代表人：刘卓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8328137X 

成立日期：2012 年 01 月 04 日 

注册资本：3,4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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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滨海大道 3165 号五矿金融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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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 

法定代表人：黄海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3043784M 

成立日期：2000 年 08 月 04 日 

注册资本：979,777.2176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和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和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证券保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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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65 

法定代表人：刘卓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8328137X 

成立日期：2012 年 01 月 04 日 

注册资本：3,4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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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65 

法定代表人：刘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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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8328137X 

成立日期：2012 年 01 月 04 日 

注册资本：3,4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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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名称：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102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疆天山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MA77RNB495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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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法定代表人：孙志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9226P 

成立日期：2005 年 09 月 19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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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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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厦门博芮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博芮东方价值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厦门博芮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曾厝垵北路 3 号科汇楼 705-01 

法定代表人：施金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2NLK39J 

成立日期：2019 年 04 月 16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10、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谷

A4-5 号楼 4 层 408-37 室 

法定代表人：刘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RE6HY6R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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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上海世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世域三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上海世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91 号 17806 室 

法定代表人：李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5903985217 

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15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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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新疆新动能定向增发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新疆新动能定向增发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1066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邹治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4MA79LNJ65T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0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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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乔中兴 

申购人名称：乔中兴 

身份证号码：130802198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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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河北省承德市*** 

1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 号院 1 号楼 7 至 18 层 101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537G 

成立日期：2007 年 01 月 26 日 

注册资本：1,013,725.8757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销售贵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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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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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肖大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3368792588 

成立日期：2015 年 03 月 26 日 

注册资本：5,637.3988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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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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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肖大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3368792588 

成立日期：2015 年 03 月 26 日 

注册资本：5,637.3988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17、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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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肖大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3368792588 

成立日期：2015 年 03 月 26 日 

注册资本：5,637.3988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及业务联系情况 

除控股股东十二师国资公司外，上述本次认购对象不存在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

机构或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

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前，十二师国资公司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已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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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定期和临时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本次向十二师国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

关联交易。除十二师国资公司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

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3,532,530 31.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411,532 7.6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8,209,019 3.06% 

王新民 境内自然人 1,357,600 0.51%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派锦

绣前程 E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999,900 0.37% 

瞿小刚 境内自然人 984,404 0.37% 

汪志芳 境内自然人 929,380 0.3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证食品饮

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837,400 0.31% 

李瑞生 境内自然人 800,770 0.30% 

赵文中 境内自然人 796,570 0.30% 

合计 - 118,859,105 44.2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信息，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9,577,302 31.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411,532 6.37%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8,209,019 2.56%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636,363 1.1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大睿盛灵活配置 其他 3,318,22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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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外贸信托－华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财通基金财华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27,273 0.85%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其他 2,727,272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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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727,272 0.85%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27,272 0.85%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 2,545,454 0.79% 

合计 - 148,606,985 46.40%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未发

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51,590,909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 - 51,590,909 51,590,909 16.11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268,599,337 100.00 - 268,599,337 83.89 

合计 268,599,337 100.00 51,590,909 320,190,24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也将下

降，自有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将得到增强，从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有效

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公司偿债能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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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十二师国资公司持股比例为 31.10%，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

完成后，十二师国资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31.10%，十二师国资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

业务的健康发展。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项目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

主营业务发生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将得到增强，

净资产进一步提高，公司财务状况得到改善，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

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也暂无因本次发行而

拟对公司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若公司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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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经营，不

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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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

新增关联交易或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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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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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 9 层 

保荐代表人：熊君佩、易述海 

项目协办人：甘伟良 

项目组成员：王松朝、黄建、严砚、刘怡鸿 

联系电话：010-65608315 

传真：010-65608450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刘斯亮、李鲲宇 

联系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三）会计师事务所：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事大厦六层 

负责人：吕桦、曹爱民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树杰、焦静静 

联系电话：029-83620185 

传真：029-83621820 

 

特此公告。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