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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之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数196,124,996股，发行价格5.60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98,299,977.60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2,

108,972.48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086,191,005.12元。 该等股份

已于2021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

登记手续，将于2021年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上市之日

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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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美锦能源、发行人、上市

公司、公司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1元整的美

锦能源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股东大会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保荐机构 （牵头主承销

商）、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信达证券 指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

验资机构、中天运会计师 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千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亿元

注1：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2位小数，本报告书摘要若出现总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2：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书摘要中的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均为合并报表数

据。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xi�Meijin�Energy�Co.,Ltd.

成立日期 1997年01月08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美锦能源

股票代码 000723.SZ

注册资本（发行前） 4,078,093,052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姚锦龙

董事会秘书 朱庆华

住所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贯中大厦

公司网址 http：//www.mjenergy.cn

联系电话 86-351-4236095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158164363G

经营范围

焦化厂、煤矿、煤层气的开发、投资，批发零售焦炭、金属材料、建材、日

用杂品、劳保用品，煤炭、焦炭、煤矸石、铁矿粉、生铁的加工与销售；货

运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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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以下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4月17日，公司召开八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案、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等议案。

2020年5月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9月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

2020年9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2020年9月21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山西

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00号），核

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2020年12月28日，中天运会计师对认购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认购资金缴存于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验资报告》（中天运 （2020） 验字第90093号）。 截至

2020年12月25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总计人

民币1,098,299,977.60元已缴入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账户（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北京东大桥路支行，户名：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320766254539）。

2、2020年12月28日，中信建投证券向美锦能源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认

股款（扣除本次发行未支付的保荐费用及承销费用（不含税）后的净额）。同日，中

天运审验了美锦能源截至2020年12月28日止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而新增注册

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并出具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

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中天运 （2020） 验字第90095号）。 截至

2020年12月28日止，发行人已发行A股股票计4,274,218,048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5.6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98,

299,977.60元，扣减已支付的相关发行费用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86,

191,005.12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发行人

将依据《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2021年1月2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登记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托管

及限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

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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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过程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2020年11月5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山西美锦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共计139名特定投资

者，并于12月3日报送了相关机构的承诺函等发行启动材料。 由于当时市场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申请在报送《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基础上，增加如下10名特定投资者：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陈子洲

3 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众石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北京恒业智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9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2020年12月4日至12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合计

149名特定投资者（以下单独或合称“认购对象” ）发出《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及其附件《山西

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 “《申购报价

单》” ）等认购邀请文件。 上述投资者包括：2020年10月31日收盘后发行人可联系

到的前20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44家、证

券公司21家、保险公司21家、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33家，以及在报送《投资者

名单》后新增的10家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相关安排、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特别提示等内容。 《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申报价

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发行人最终确认的发行价格、认购金额和时间缴纳

认购款等内容。

鉴于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 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量低于中国证监会批文核

准数量 （1,229,778,915股）， 认购资金未达到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660,

000.00万元），且认购对象未超过35名，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后决定启动追加

认购程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向首轮已发送《认购邀请书》的149名投资者和新增加的4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

资者合计153名投资者发送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

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申购报

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新增加的4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华东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浙江韶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0年12月4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

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

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的

80%（以下简称“发行底价” ）。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

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普通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为5.60元

/股，故本次发行底价为5.60元/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 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对象

并进行配售。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5.60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本次发行底价5.60元/股的100%；相当于

2020年12月4日（发行期首日） 前20个交易日均价7.00元/股的80.00%， 相当于

2020年12月4日（发行期首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6.77元/股的82.72%。

（六）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96,124,996股，各发行

对象认购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认购对象

申购报价

（元/股）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1

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60 5.60 71,607,142 400,999,995.20

2

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60 5.60 35,714,285 199,999,996.0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0 5.60 35,589,285 199,299,996.00

4 陈子洲 5.60 5.60 13,000,000 72,800,000.00

5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东方星辰三号私

募投资基金）

5.60 5.60 12,000,000 67,200,000.00

6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5.60 5.60 8,910,714 49,899,998.40

7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景林丰收三号私募投

资基金）

5.60 5.60 7,142,857 39,999,999.20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5.60 5.60 6,803,571 38,099,997.60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0 5.60 5,357,142 29,999,995.20

合计 - - 196,124,996

1,098,299,

977.60

（七）限售期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于2020年12月29日出具的《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中天运（2020）验字第90095

号）验证，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98,299,977.6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人民币12,108,972.4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86,191,005.12元。

（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1,098,299,977.6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华盛化工新材料项目” 。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发行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认购对象账户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

期限

（月）

1

山西定向

增发壹号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山西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607,142

400,999,

995.20

6

2

天津中顾

嘉迪管理

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5,714,285

199,999,

996.00

6

3

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玉泉1055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7,857,

143.00

100,000,

000.80

6

财通基金－浙江来益投资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君享佳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71,

429.00

20,000,

002.40

6

财通基金－湖州秋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湖州秋成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3,553,

571.00

19,899,

997.60

6

财通基金－杭州钱江新城金融投资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钱投定增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669,

643.00

14,950,

000.80

6

财通基金－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6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785,

714.00

9,999,998.40 6

财通基金－陶静怡－财通基金安吉10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5,

714.00

9,999,998.40 6

财通基金－董卫国－财通基金玉泉90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46,429.00 5,300,002.40 6

财通基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15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92,857.00 4,999,999.20 6

财通基金－韩波－财通基金安吉9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32,143.00

4,100,

000.80

6

财通基金－山东信托·德善齐家231号

家族信托－财通基金玉泉1017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357,143.00

2,000,

000.80

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87,500.00

1,050,

000.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可

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572.00 1,000,003.20 6

财通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汇通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571.00 999,997.60 6

财通基金－融投通达富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深融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78,571.00 999,997.60 6

财通基金－乐瑞宏观配置2号基金－财

通基金玉泉乐瑞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571.00 999,997.60 6

财通基金－乐瑞宏观配置3号基金－财

通基金玉泉乐瑞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571.00 999,997.60 6

财通基金－乐瑞宏观配置4号基金－财

通基金玉泉乐瑞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571.00 999,997.60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多

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286.00 500,001.60 6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96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286.00 500,001.60 6

4 陈子洲 陈子洲 13,000,000

72,800,

000.00

6

5

浙江东方

星辰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东方

星辰三号

私募投资

基金）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

方星辰三号私募投资基金

12,000,000

67,200,

000.00

6

6

河钢集团

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8,910,714

49,899,

998.40

6

7

上海景林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景林丰收

三号私募

投资基金）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

收3号私募基金

7,142,857

39,999,

999.20

6

8

兴证全球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

深 300指 数 增强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2,821,

428.00

15,799,

996.80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安

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

1,428,

572.00

8,000,003.2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优

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

1,428,

572.00

8,000,003.20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安泰平

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

基金（FOF）

535,714.00 2,999,998.40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安泰积

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FOF）

357,143.00

2,000,

000.80

6

兴全基金－映山红兴享回报90天人民

币理财－兴全－华兴银行2号FOF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78,571.00 999,997.60 6

兴证全球基金－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兴全－南网资本1号FOF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7,857.00 99,999.20 6

兴证全球基金－建设银行－兴全－建

信理财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857.00 99,999.20 6

兴证全球基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顺德农商行1

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57.00 99,999.20 6

9

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57,142

29,999,

995.20

6

合计

196,124,

996

1,098,299,

977.60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96,124,996股， 发行对象山西定向增发壹号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子洲、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星辰

三号私募投资基金）、河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

三号私募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9名，

具体情况如下：

1、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道府西街92号天隆仓大厦12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山西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100MA0LDE4G1T

成立日期： 2020-12-10

注册资本： -

经营范围：

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的

股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兼营其它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公

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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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 (空港经济区) 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312室

(天津信至尚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916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凡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76N033R

成立日期： 2020-11-25

注册资本： -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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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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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理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日期： 2011-06-21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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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陈子洲

姓名： 陈子洲

身份证号： 330102********0911

5、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星辰三号私募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华丰路2号20幢330室

法定代表人： 鲁秋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MA27WJTG91

成立日期： 2015-12-22

注册资本： 3,23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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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法定代表人： 于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000677356885K

成立日期： 2008-06-24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对所投资企业资产进行运营管理（其所投资行业包括：钢铁及其深

加工行业、钒钛及其深加工行业、采矿业、国际、国内贸易；房地产开

发、机电设备制造及机械加工业、餐饮服务业、再生资源利用行业、

建筑安装行业、物流服务行业、煤化工行业、旅游业）；冶金技术研发

及咨询服务；资产租赁；钢材、炉料、金属及非金属矿石、焦炭、耐火

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

经营的除外）；货物装卸搬运；餐饮服务；人力资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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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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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939号3幢129室

法定代表人： 高云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98121869E

成立日期： 2012-06-06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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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成立日期： 2003-09-30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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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784445

成立日期： 1994-06-30

注册资本： 961,242.937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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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股票期权做

市。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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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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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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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提供的资料并经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核查，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

的备案情况如下：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陈子洲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

备案。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上海景

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

的产品、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管理人、兴全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法规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

综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股东大

会决议规定的条件。

（五）发行对象之投资者适当性相关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应开展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工作。 经对投资者

提供的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核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景林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三号私募投资基金）、陈子洲、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东方星辰三号私募投资基金）、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9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

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六）关于认购对象募集资金来源的说明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资金来源

1 山西定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2 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自有资金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管计划、公募基金

4 陈子洲 自有资金

5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星辰三号私募投资基

金）

私募基金

6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7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三号私募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管计划、公募基金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经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 认购对象参与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自有

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代其他第三方持有或其他利益输

送的情形。

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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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不存

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法发行的情形； 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他利益相关方向本次发行认购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高吉涛、林郁松

项目协办人：陈振博

项目组成员：李标、张一凡、孙曦晗

联系电话：010-65608304

传真：010-65608450

（二）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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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李旭、侯立璇

联系电话：010-83326816

传真：010-83326892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6号佳兆业北塔2301

负责人：陈光耀

经办律师：郑曦林、陈光耀

联系电话：010-85143927

传真：010-85143998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1号楼1门701-704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祝卫

签字注册会计师：唐宗明、刘影

联系电话：0451-53630021

传真：0452-2468100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证券代码：000723.SZ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21年1月29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

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

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10月31日，美锦能源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28,740.58 56.09

2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芜湖信美纾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09.13 4.22

3

北京国兵晟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福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晟乾创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886.32 4.14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53.93 1.14

5

南方资本－招商银行－远德定向增发1号资

产管理计划

3,333.32 0.82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1,169.11 0.29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0.89 0.14

8 于茹 480.00 0.12

9 彭斌 451.31 0.11

10 王建斌 409.31 0.1

合计 273,893.90 67.1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之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

下表所示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1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25,740.58 52.81

2

北京国兵晟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福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晟乾创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336.32 2.65

3

山西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定

向增发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60.71 1.68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85.33 1.28

5 天津中顾嘉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1.43 0.84

6

南方资本－招商银行－远德定向增发1号资产管

理计划

3,333.32 0.78

7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思念泽一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 0.70

8

财通基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玉泉105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5.71 0.42

9 陈子洲 1,300.00 0.30

1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235.42 0.29

合计 263,948.83 61.75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96,124,996股限售流通股。本次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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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989,048 7.45 196,124,996 500,114,044 11.7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3,774,104,004 92.55 -

3,774,104,

004

88.30

合计 4,078,093,052 100.00 196,124,996

4,274,218,

048

100.00

注：上表仅列示发行人普通股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二）对公司业务、资产和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投入 “华盛化工新材料项目” 。 “华盛化工新材

料” 投产后，除主要产品焦炭产能大幅增加外，焦炉煤气等副产品通过加压除杂、

加炭合成等，深加工成为乙二醇、LNG；将烟尘脱硫，通过WSA制备硫酸；富氢气通

过PSA-H2单元经变压吸附制取合格氢气产品；煤焦油、粗苯等副产品通过专门装

置集中回收后，作为重要化工原料出售。 该项目不但可增加公司产品的多样性，还

可作为公司新增盈利的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的可持续性与抗风险能力。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募投项目投资建设完成

后，公司业务和资产规模将相应扩大。

（三）对公司治理和高管人员变动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发行后，若

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 将根据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及比例变动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发行前 发行后

1 朱庆华 董事会秘书 750,000.00 0.01839% 0.01755%

2 郑彩霞 董事、财务总监 750,000.00 0.01839% 0.01755%

3 梁钢明 董事 875,000.00 0.02146% 0.02047%

4 周小宏 总工程师 100,000.00 0.00245% 0.00234%

5 杨俊琴 监事 5,130.00 0.00013% 0.00012%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有变动，持股比例

因本次发行略有下降。

（五）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键，资产负债率得以下降，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公司偿债能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

障。

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在该期间内，

本次非公开发行会对摊薄公司的每股收益， 现根据发行后的总股本和净资产进行

测算相关财务指标，仅为大致对比发行后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程度，并

非公司报告期内实际的财务数据情况，实际财务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

节 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和公司的定期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本次发行对2019年度和2020年1-9月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情况：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0年1-9月

/2020.9.30

2019年度

/2019.12.31

2020年1-9月

/2020.9.30

2019年度

/2019.12.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12 1.99 2.27 2.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3 0.11 0.22

（六）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项目完成后将显著增强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行业竞争力。但由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经济效益的实现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公司可能在短期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和每股收益被摊薄等情形。随着募投项目产能的不断提升和经营业绩的释放，未来

公司盈利能力将会提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率等指标也将有所提升。

（七）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相关项目建设。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和

效益的产生，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将得以加强，未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和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同时，随着公司净资产的大幅上升，公司的筹资能力也

将有所提升，有利于公司未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的增加，从而进一步改善

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

（八）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56.68%。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上升，资产负债率得以下降，资产负债结构将更加稳

健， 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大量增加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形。

（九）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

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姚俊良、

高反娥、姚俊花、姚俊杰、姚三俊、姚四俊、姚俊卿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 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十）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第四节 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中天运[2020]审字第90024号、中天运[2020]审

字第90365号《审计报告》，上述审计报告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

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42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2014年修订）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如无特别说明， 本报告中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均分别取自中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审计报告，2020年1-9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9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629,767.30 669,336.07 717,453.40 511,895.5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37,814.67 1,294,661.11 1,151,046.02 1,112,602.18

资产总计 2,267,581.97 1,963,997.18 1,868,499.43 1,624,497.73

流动负债合计 1,095,107.10 894,548.94 923,791.07 580,076.66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0,173.13 141,547.13 134,940.27 165,225.17

负债合计 1,285,280.23 1,036,096.07 1,058,731.34 745,301.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63,024.10 816,826.91 711,376.91 811,408.59

少数股东权益 119,277.64 111,074.20 98,391.18 67,787.31

股东权益合计 982,301.74 927,901.11 809,768.08 879,195.9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267,581.97 1,963,997.18 1,868,499.43 1,624,497.73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总收入 897,579.57

1,409,

006.71

1,514,

656.38

1,223,

778.94

营业总成本 820,439.26 1,254,456.36

1,230,

620.94

1,056,

564.11

营业利润 74,986.89 149,432.74 279,051.74 163,234.65

利润总额 71,970.86 147,615.94 275,992.12 160,894.43

净利润 53,955.23 108,212.05 206,878.37 120,780.2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91.35 95,571.71 179,720.19 104,762.16

非经常性损益 -2,748.79 -702.89 8,077.18 -6,308.89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40.14 96,274.60 171,643.01 111,071.05

美锦能源2020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2020年1-9月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897,579.5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89%；2020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5,991.3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4.25%，2020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8,740.1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1.44%。 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下降主要系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带来较大不利影响所致，上述指标预计不会对发行人2020年及以后年度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593.73 192,691.08 153,473.97 187,110.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156.18 -94,244.73

-281,

480.06

-149,

773.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789.51 -84,203.98 113,383.32 -6,707.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772.94 14,242.38 -14,622.77 30,629.1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141.05 44,913.99 30,671.61 45,294.38

三、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1-9月

/2020年9月30

日

2019年度

/2019年12

月31日

2018年度

/2018年12

月31日

2017年度

/2017年12

月31日

流动比率 0.58 0.75 0.78 0.88

速动比率 0.43 0.42 0.38 0.38

资产负债率 56.68% 52.75% 56.66% 45.88%

每股净资产（元） 2.12 1.99 1.74 1.9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68 6.94 9.92 11.49

存货周转率（次） 10.07 7.04 6.02 6.12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0.03 0.03 -0.04 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3 0.44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3 0.44 0.26

注：

各项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款项－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期末股本总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 的规定进行计算各每股指标以

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为增强财务指标可比性，2020年前三季度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已年

化处理。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资产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629,

767.30

27.77

%

669,

336.07

34.08

%

717,

453.40

38.40

%

511,

895.55

31.51

%

非流动资

产

1,637,

814.67

72.23

%

1,294,

661.11

65.92

%

1,151,

046.02

61.60

%

1,112,

602.18

68.49

%

资产总计

2,267,

581.97

100.00

%

1,963,

997.18

100.00

%

1,868,

499.43

100.00

%

1,624,

497.73

100.00

%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及2020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1,

624,497.73万元、1,868,499.43万元、1,963,997.18万元和2,267,581.97万元，公

司资产总额持续增长主要系公司持续增加工程投入，在建工程大幅增加所致。公司

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8.49%、61.60%、65.92%和72.23%， 资产以

非流动资产为主，结构保持相对平稳。

（二）负债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负债结构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1,095,

107.10

85.20

%

894,

548.94

86.34

%

923,791.07

87.25

%

580,

076.66

77.83

%

非流动负

债

190,

173.13

14.80

%

141,

547.13

13.66

%

134,940.27

12.75

%

165,

225.17

22.17

%

负债合计

1,285,

280.23

100.00

%

1,036,

096.07

100.00

%

1,058,

731.34

100.00

%

745,

301.82

100.00

%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及2020年9月末， 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745,301.82万元、1,058,731.34万元、1,036,096.07万元和1,285,280.23万元，总

体规模逐年增加，主要系公司增加工程建设投入导致借款和应付款项增加所致。最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及

2020年9月末，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7.83%、87.25%、86.34%和

85.20%。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结构稳定。

（三）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衡量公司资产周转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68 6.94 9.92 11.49

存货周转率（次） 10.07 7.04 6.02 6.12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11.49、

9.92、6.94和5.68，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有所下降，主要系子公司飞驰汽车应收政府

补贴金增加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所致。 2017

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 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6.12、6.02、7.04和

10.07，有所上升，主要系2020年下半年焦炭市场行情较好，需求旺盛所致。

（四）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流动比率 0.58 0.75 0.78 0.88

速动比率 0.43 0.42 0.38 0.38

资产负债率 56.68% 52.75% 56.66% 45.88%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及2020年9月末，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45.88%、56.66%、52.75%和56.68%，略有升高，主要系近年来公司通过增加短期

和长期借款满足开展新建项目和拓展氢能源等新业务增加的营运资金需求， 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财务结构得到优化，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

（五）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总收入 897,579.57

1,409,

006.71

1,514,

656.38

1,223,

778.94

营业总成本 820,439.26 1,254,456.36

1,230,

620.94

1,056,

564.11

营业利润 74,986.89 149,432.74 279,051.74 163,234.65

利润总额 71,970.86 147,615.94 275,992.12 160,894.43

净利润 53,955.23 108,212.05 206,878.37 120,780.2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91.35 95,571.71 179,720.19 104,762.16

非经常性损益 -2,748.79 -702.89 8,077.18 -6,308.89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40.14 96,274.60 171,643.01 111,071.05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223,778.94

万元、1,514,656.38万元、1,409,006.71万元及897,579.57万元。 2017年度至2019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呈稳步增长态势，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略

有下降系年初公司生产经营受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所致。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为104,762.16万元、179,720.19万元、95,571.71万元和45,991.35万元。 其中

2020年上半年， 公司已扭亏为盈，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39,586.77万元。

第五节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信

达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

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发行严格按照《山西

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山西美锦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要求执行。 上市公司未向发行对象作出

保底保收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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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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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述机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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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

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管理办法》、《非

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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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并发表了

意见。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

量和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分别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发行过

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七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

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与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

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中信建投证券同意推荐美锦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及承销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一）发行人：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贯中大厦

电话： 0351-4236095

传真： 0351-4236095

（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三层

电话： 010-65608304

传真： 010-65608450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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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

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00号） 核准，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了196,124,996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将于2021年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078,093,052股增至4,274,218,048股。本次发行导致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即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 ）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

除以上公司股本变动致美锦集团持股比例变化的情况外， 自2020年3月17日

至2020年3月24日，美锦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8,010,000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4394%；2020年3月18日，美锦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2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9%；2020年9月21日，公司完

成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4,099,

263,052股减少至4,078,093,052股， 美锦集团当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比例自

55.80%被动增加至56.09%，被动增加比例为0.2897%；2020年12月25日至2020年

12月29日， 美锦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000,000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0.7356%。 综上，美锦集团自2020年3月17日至2021年1月20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8,210,000股， 变动比例为

0.89%。 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海港创业园1号楼3,4门31480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月29日

股票简

称

美锦能源 股票代码 000723

变动类

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48,210,000 0.89

A股 ——— 2.54（被动稀释）

合 计 48,210,000 3.4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公司非公开发行196,124,996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导

致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305,615,786 56.24% 2,257,405,786 52.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08,116,395 48.99% 1,959,906,395 45.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7,499,391 7.26% 297,499,391 6.9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7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二〇二一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