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1/2/18

星期四

A35

Disclosure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1-013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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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权益变动源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6月8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年12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2020年12月29日，中国证监

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04号）核

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述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2,378,457股新股。 根据发行对象认购结

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为71,642,857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41,261,526股增加至1,212,904,383股，原股东所持股

份比例均被稀释。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雪华先生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其以现金方式认购2,

142,857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发行股份的2.99%。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

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雪华先生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股份类别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权益变动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浙江华友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有条件限售股 0 0.00% 0 0.00% 0.00%

无条件限售股 200,241,513 17.55% 200,241,513 16.51% -1.04%

大山私人股

份有限公司

有条件限售股 0 0.00% 0 0.00% 0.00%

无条件限售股 155,328,355 13.61% 155,328,355 12.81% -0.80%

陈雪华

有条件限售股 0 0.00% 2,142,857 0.18% 0.18%

无条件限售股 0 0.00% 0 0.00% 0.00%

一致行动人合计 355,569,868 31.16% 357,712,725 29.50% -1.66%

二、涉及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陈雪华先生和谢伟通先生。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0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1-012

浙江华友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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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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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71,642,857股

发行价格：84.00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陈雪华 2,142,857 179,999,988.00 18

2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17,857,142 1,499,999,928.00 6

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42,857 935,999,988.00 6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88,095 544,999,980.00 6

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4,285,714 359,999,976.00 6

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85,714 359,999,976.00 6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80,952 325,999,968.00 6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30,952 304,999,968.00 6

9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3,571,428 299,999,952.00 6

1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95,238 259,999,992.00 6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97,619 234,999,996.00 6

1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

投资账户

2,547,619 213,999,996.00 6

13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36,428 196,259,952.00 6

1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13C-CT001沪

2,142,857 179,999,988.00 6

1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37,385 120,740,340.00 6

合计 71,642,857 6,017,999,988.00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71,642,857股，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

记手续办理，并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2月9日。公司新增股份中，陈雪华先生认购的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

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

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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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0年5月22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 、“发行人” 或“公司” ）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议案》《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2020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各

项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12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2020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04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71,642,857股

3、发行价格：84.00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6,017,999,988.00元

5、发行费用：62,996,333.86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5,955,003,654.14元

7、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 或“中信证券”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2月2日出具的天健验〔2021〕41号《验证报告》，截

至2021年1月29日，中信证券收到华友钴业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6,017,999,988.00元。

2021年2月1日， 中信证券向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 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2月2日出具的天健验〔2021〕50号《验资报告》，截

至2021年2月1日， 华友钴业已收到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分行开立的指定账户

（2080000100000861531）划转的认股款，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55,854,717.40元、其他不含税

发行费用人民币7,141,616.46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5,955,003,654.14元； 其中， 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71,

642,857.00元，计入资本公积5,883,360,797.14元。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71,642,857股，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

记手续办理，并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2月9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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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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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04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除实际控制人之

一陈雪华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

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除实际控制人之一陈雪华外，发行人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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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

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并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

准，已履行全部的批准、核准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的规

定；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缴款通知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

合规，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

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及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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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

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84.00元/股，发行股数71,642,857股，募集资金总额6,017,999,988.00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5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陈雪华 2,142,857 179,999,988.00 18

2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17,857,142 1,499,999,928.00 6

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42,857 935,999,988.00 6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88,095 544,999,980.00 6

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4,285,714 359,999,976.00 6

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85,714 359,999,976.00 6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80,952 325,999,968.00 6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30,952 304,999,968.00 6

9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3,571,428 299,999,952.00 6

1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95,238 259,999,992.00 6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97,619 234,999,996.00 6

1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

投资账户

2,547,619 213,999,996.00 6

13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36,428 196,259,952.00 6

1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13C-CT001沪

2,142,857 179,999,988.00 6

1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37,385 120,740,340.00 6

合计 71,642,857 6,017,999,988.00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陈雪华

姓名 陈雪华

证件号码 330425196105291311

住址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华立世纪花苑涵翠碧庭16栋401室

陈雪华本次认购数量为2,142,857股，股份限售期为18个月。

2、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镇世邦湿地公园一期别墅19栋7号V

法定代表人 骆锦红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0747084919Q

经营范围

科技项目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受托管理创业投资基金（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

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

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房地产

开发经营，建筑工程，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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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17,857,142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333号5层

法定代表人 窦玉明

注册资本 2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389C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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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11,142,857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注册资本 13,244.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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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6,488,09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5、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名称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39楼

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注册资本 2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89549569U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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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本次认购数量为4,285,714股， 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

6、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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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注册资本 1,013,725.875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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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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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4,285,71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7、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5室

法定代表人 邱军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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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3,880,952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8、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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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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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3,630,952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9、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七路38号

法定代表人 刘金成

注册资本 188,886.542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0734122111K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锂一次电池、锂二次电池、锂聚合物电池、锂离子电池、锂电池（组）、锂

离子蓄电池组、镍氢电池、镍镉电池、碱性电池、锌锰电池、动力电池系统和电池管理系

统、锂电池储能系统、电池材料，纳米新材料、水表、气表、电表的半成品及其配件制造，技

术研发、开发及转让，货物进出口，房屋租赁，加工服务，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合同能源管

理，锂电池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电池相关的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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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3,571,428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0、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9848（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注册资本 14,097.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528923126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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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3,095,238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 贺青

注册资本 890,794.795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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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797,61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2、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828-838号26F07、F08室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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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本次认购数量为2,547,619股， 股份限售期为6

个月。

13、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聚贤岩广场6号力帆中心2号办公楼第19层

法定代表人 张宗友

注册资本 21,75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68870054Y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336,428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3C-CT001沪

名称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39楼

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注册资本 2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89549569U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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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3C-CT001沪本次认购数量为2,142,

857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5、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25楼

法定代表人 陈兵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8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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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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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1,437,38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241,513 17.55%

2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5,328,355 13.61%

3 泽友(桐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20,288 5.67%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股通) 境外法人 46,674,360 4.09%

5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芜湖信达新能一

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10,169 2.99%

6 桐乡华幸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24,224 0.82%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值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77,113 0.51%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健优选六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35,700 0.50%

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沪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01,664 0.41%

10

叙永金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

舵定增增强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71,982 0.37%

合计 530,985,368 46.5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241,513 16.51%

2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5,328,355 12.81%

3 泽友（桐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949,024 4.70%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046,202 3.30%

5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芜湖信达新能

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10,169 2.81%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能源

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70,405 1.64%

7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57,142 1.47%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健优选

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97,327 0.85%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衡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19,473 0.74%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能

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76,831 0.64%

合计 551,496,441 45.47%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2021年2月9日）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34,110,169 2.99 71,642,857 105,753,026 8.72

非限售条件

流通股

1,107,151,357 97.01 - 1,107,151,357 91.28

股份总数 1,141,261,526 100.00 71,642,857 1,212,904,38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71,642,857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时，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陈雪华、谢伟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均将增加，可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提高公司财

务的抗风险能力。 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发展潜力也会随之增强。 本次发行

完成后，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中长

期来看，随着项目陆续产生效益，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将逐步上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盈利稳定性将不断增

强。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有效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有力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开拓，巩固公司领先的市场地位，提高公

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助推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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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

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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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

其关联方发生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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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王家骥、庞雪梅

项目协办人：王孝飞

项目组成员：孟夏、戴顺、吴子健

联系电话：010-60833065

传真：010-60836029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地址：杭州市老复兴路白塔公园B区2号楼、15号楼（国浩律师楼）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王侃、钱晓波、蒋丽敏

联系电话：0571-85775888

传真：0571-85775643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负责人：王越豪

经办注册会计师：孙文军、王强、章静静、鲁艳丽

联系电话：0571-89722408

传真：0571-89722980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负责人：王越豪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强、鲁艳丽

联系电话：0571-89722408

传真：0571-89722980

七、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报告；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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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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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2,900,763股

股发行价格：131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2021年2月9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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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将于6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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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2020年7月13日，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批准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2020年7月27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议案。

2020年9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行数量进行了调整。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12月14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0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607号文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6,975.27万股新

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22,900,763股

3、发行价格：131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53.00元

5、发行费用：23,773,491.28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2,976,226,461.72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或“国金证券”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2021年1月29日，获配投资者向国金证券指定账户缴纳了认购款项。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1月

29日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到账情况验资报告》（川华信验（2021）第0011号），截至2021年1月29日止，国

金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51001870836051508511账户已收到认购款

人民币2,999,999,953.00元。

2021年2月1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购款项。

2021年2月2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

〔2021〕000071号）。根据前述报告，截至2021年2月1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2,900,763股，

发行价格为131.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53.00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3,773,491.2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76,226,461.72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22,900,76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

953,325,698.72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1年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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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托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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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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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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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及发行对象的选择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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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607号）、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中的规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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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获配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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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4）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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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07号）、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

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合法、有

效。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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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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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

过程符合《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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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办理发行对象获配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以及办

理与本次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加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31元/股，发行股份22,900,763股，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53.00元，股份发行数

量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69,752,700股；发行对象总数为15名，不超过35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马丽 992,366 129,999,946.00 6

2 江翠芳 1,145,038 149,999,978.00 6

3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复

兴磐石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63,358 99,999,898.00 6

4 徐刚 763,358 99,999,898.00 6

5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137,404 279,999,924.00 6

6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凡益多策略

与时偕行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28,244 422,899,964.00 6

7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26,717 199,999,927.00 6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77,099 127,999,969.00 6

9 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4,580,152 599,999,912.00 6

10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7,083 127,997,873.00 6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6,401 152,798,531.00 6

12 叶钢 1,526,717 199,999,927.00 6

13 徐公明 1,526,717 199,999,927.00 6

14 张永胜 1,145,038 149,999,978.00 6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5,071 58,304,301.00 6

合计 22,900,763 2,999,999,953.00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马丽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湖南省永州市****

居民身份证号 3607311987********

获配股份数量 992,366股

限售期 6个月

2、江翠芳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居民身份证号 4416021973********

获配股份数量 1,145,038股

限售期 6个月

3、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复兴磐石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名称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8号院3号楼11层1101号030室

法定代表人 周倓

注册资本 2,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330379105E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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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股份数量 763,358股

限售期 6个月

4、徐刚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居民身份证号 4503021973********

获配股份数量 763,358股

限售期 6个月

5、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金马国际7幢2单元13层4号

法定代表人 张奥星

注册资本 16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58575400XD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为被

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投资提供担保；不得从事房地产业务。）；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

保险资产管理）；资本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

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经营以上业务的，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获配股份数量 2,137,404股

限售期 6个月

6、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凡益多策略与时偕行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9号楼1001室

法定代表人 张党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MA3C89LQ82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代客理

财、融资担保、吸收存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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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股份数量 3,228,244股

限售期 6个月

7、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临潼路170号608室

法定代表人 陈光明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MA1G5KWGXY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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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股份数量 1,526,717股

限售期 6个月

8、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伟

注册资本 907,66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04041011J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

债（含政策性金融债）），证券投资咨询，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黄金等贵金属现货合约代理

和黄金现货合约自营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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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股份数量 977,099股

限售期 6个月

9、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3栋一单元601室

法定代表人 袁宏林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532135298XW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 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

募产品收益权）；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经营以上业务的，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

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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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配股份数量 4,580,152股

限售期 6个月

10、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36-37层

法定代表人 杨仓兵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624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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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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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股份数量 977,083股

限售期 6个月

1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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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股份数量 1,166,401股

限售期 6个月

12、叶钢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

居民身份证号 3306021966********

获配股份数量 1,526,717股

限售期 6个月

13、徐公明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

居民身份证号 3202221951********

获配股份数量 1,526,717股

限售期 6个月

14、张永胜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杭州市拱墅区****

居民身份证号 3301031958********

获配股份数量 1,145,038股

限售期 6个月

1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注册资本 764,638.523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170345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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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

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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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股份数量 445,071股

限售期 6个月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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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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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 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

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杨建良 101,067,985 41.45

2 杭虹 44,144,100 18.11

3 无锡弘元鼎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599,500 3.53

4 赵永明 7,280,000 2.99

5 徐公明 4,222,400 1.73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29,776 1.37

7 杨昊 2,526,415 1.04

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396,337 0.98

9 无锡巨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4,000 0.90

10 毛金明 1,272,641 0.52

合计 177,023,154 72.61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21年2月9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杨建良 101,067,985 36.71

2 杭虹 44,144,100 16.03

3 无锡弘元鼎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599,500 3.12

4 赵永明 7,280,000 2.64

5 徐公明 5,749,117 2.09

6 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4,580,152 1.66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33,937 1.65

8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凡益多策略与时偕行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229,244 1.17

9 杨昊 2,526,415 0.92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24,717 0.92

合计 184,235,167 66.92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杨建良先生，杨建良先生、杭虹女士、杨昊先生、李

晓东先生、董锡兴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174,305,400 69.06% 22,900,763 197,206,163 71.63%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78,092,671 30.94% - 78,092,671 28.37%

股份总数 252,398,071 100% 22,900,763 275,298,834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22,900,76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控股股东为杨建良，实

际控制人为杨建良、杭虹、杨昊、李晓东、董锡兴，本次发行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

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进行修订，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的资金实力

将有效提升，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存

在重大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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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谢正阳、姚文良

项目协办人：胡磊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层

联系电话：021-68826099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签字律师：崔白、赵泽铭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

联系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三）发行人会计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注册会计师：潘永祥、吉正山、孙广友、薛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01

联系电话：0510-68932308

传真：0510-68932300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85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21-028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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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可转债转股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控股股东杨建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杭虹女士、杨昊先生、李晓东先生、董锡兴先

生、杨红娟女士和无锡弘元鼎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元鼎创” ）编制的《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完成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的原因导致其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6.3279%，现将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姓名：杨建良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222************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杭虹

曾用名：杭亚娟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222************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姓名：杨昊

曾用名：杨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211************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4、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姓名：李晓东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222************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5、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姓名：董锡兴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222************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6、信息披露义务人六

姓名：杨红娟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222************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7、信息披露义务人七

名称：无锡弘元鼎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元鼎创” ）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无锡市壬港村赵祖浜路南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N41PM34

合伙期限：2016年12月1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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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9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发行了6,650,000张

（665,000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上机转债” 自2020年12月15日起可转换

为本公司股份。2021年1月14日至2021年1月19日期间，因“上机转债”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570,388股，公司

总股本由247,827,683股增加至252,398,071股。 由于公司总股本的增加， 杨建良先生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40.7816%变为40.0431%， 被动减少0.7385%； 杭虹女士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17.8124变为17.4899%， 被动减少

0.3225%；杨昊先生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1.0194变为1.0010%，被动减少0.0184%；杨红娟女士的持股比例由原来

的0.1102%变为0.1082%，被动减少0.0020%，董锡兴先生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0.1102%变为0.1082%，被动减少

0.0020%；李晓东先生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0.1102%变为0.1082%，被动减少0.0020%；弘元鼎创的持股比例由原

来的3.4700%变为3.4071%，被动减少0.0629%。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被动稀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607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定向

发行方式，向1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900,763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

手续已于2021年2月9日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275,298,834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数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为57.0860%。

综上所述，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杨建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杭虹女士、杨昊先生、李晓东先

生、董锡兴先生、杨红娟女士和弘元鼎创累计持股比例减少6.3279%。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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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良 普通股A股 101,067,985 40.7816% 101,067,985 36.7121%

杭虹 普通股A股 44,144,100 17.8124% 44,144,100 16.0350%

杨昊 普通股A股 2,526,415 1.0194% 2,526,415 0.9177%

杨红娟 普通股A股 273,000 0.1102% 273,000 0.0992%

董锡兴 普通股A股 273,000 0.1102% 273,000 0.0992%

李晓东 普通股A股 273,000 0.1102% 273,000 0.0992%

弘元鼎创 普通股A股 8,599,500 3.4700% 8,599,500 3.1237%

合计 157,157,000 63.4138% 157,157,000 57.0860%

注：

1、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数量，为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披露《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及《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的数量，该次

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杨建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杭虹女士、杨昊先生、李晓东先生、董锡兴先生、杨红娟女士和

弘元鼎创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157,157,000股，合计持股比例为63.4138%

3、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为截止到2021年2月9日可转债转股完成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股本，总

股本为275,298,834股。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