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發出。 

 

隨附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頁登載，僅供參閱。 

 

1.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關於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及支

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之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過程及認購對象

合規性的法律意見書》 

2. 《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

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之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過程和認購

對象合規性的報告》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欒杰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軍先生、李俊杰先生及張繼恒先生，

非執行董事吳燕璋先生、夏中華先生、李春枝女士及滿會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熊建輝先生、趙旭光先生、劉景泰先生及欒大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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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2】第 2857 号 

致：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康达”）接受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京城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已就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

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重字【2021】第 0004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康

达股重字【2021】第 0004-1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康

达股重字【2021】第 0004-2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康

达股重字【2021】第 0004-3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康

达股重字【2021】第 0004-4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2】第 2022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2】第 2135 号）等法律文件（上述文件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

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李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586 号），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所律师见证了京城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现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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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的基础上，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的保证，即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包括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均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且已将全部事

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

副本与正本一致，所有文件和材料上的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并且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要的全部事实材料。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

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

价价值发表意见，也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

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

评价该等数据的法定资格。除非上下文有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

原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京城股份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京城股份本次交易实施所必备

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审查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本所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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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及审批程序包括： 

（一）京城股份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过京城股份的以下审批程序： 

2020 年 8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12 月 28 日，京城机电出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本次交

易的评估报告经京城机电备案。同日，京城机电出具《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批复》（京机董（复）〔2020〕

55 号）。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1 月 1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

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2 月 9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 年 6 月 1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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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

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9 月 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

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的相关议

案。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

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的相关议案。 

2022 年 1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的相关议案。 

2022 年 2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延长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等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对方除青岛艾特诺外均为自然人，无需履行批准程序。2020 年 12 月 18

日，青岛艾特诺控股股东陶峰出具股东决定，同意青岛艾特诺参与本次交易。 

（三）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22 年 3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李红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86 号），核准上市公

司向李红发行 19,099,566 股股份、向赵庆发行 6,540,785 股股份、向杨平发行 5,405,865

股股份、向青岛艾特诺发行 4,686,960 股股份、向王晓晖发行 4,039,404 股股份、向夏

涛发行 2,015,123 股股份、向王华东发行 2,015,123 股股份、向钱雨嫣发行 806,04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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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向肖中海发行 589,423 股股份、向修军发行 526,269 股股份、向傅敦发行 378,913

股股份、向陈政言发行 377,83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158,966,100 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各

方有权按照相关协议及批准实施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一）发送认购邀请书 

京城股份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经协商，共同编

制了《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北京京城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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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

并确定了《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名单。京城股份与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

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向 178 名投资者发出《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

请文件。 

上述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范围包括：截至 2022 年 7 月 8 日京城股份前 20 名股东

（剔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

31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2 家证券公司、16 家保险机构和其他 88 名已向发行人

或主承销商表达过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自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送中国证监会后至申购报价日（2022 年 8 月 1

日）前，主承销商收到 1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因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的名单基础上，增加 1 名投资者，并向其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认购邀请书》

中包含了认购对象、认购金额、认购价格、申购报价单填写、认购确定程序及规则等

内容。《申购报价单》包含了认购对象确认的申报价格和认购金额等内容，《认购邀

请书》《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及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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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申购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报价期间，即 2022 年 8 月

1 日 8:30-11:30，主承销商共收到 4 份申购报价单并相应簿记建档。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同确认，前述 4 家认购对象均为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金，所有认购对象的申购报

价均为有效报价。 

申购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姓名/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0 1,00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2 2,200 

15.32 4,570 

14.74 5,920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48 2,550 

15.69 4,510 

15.39 6,300 

4 
JPMORGAN CHASE BANK, N

ATIONAL ASSOCIATION 

16.70 2,000 

14.74 4,500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收到的申购文件符合

《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所有进行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及《认

购邀请书》所规定的认购资格，本次发行的申购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采用询价发行的方式，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期首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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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14.74 元/股。具体认购对象、获配股数及认购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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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8,426 9,999,999.24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16,282 59,199,996.68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74,084 62,999,998.16 6 

4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815,882 26,766,100.68 6 

合计 10,784,674 158,966,094.76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确定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决议的相关要求。 

（四）签订股份认购协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分别签订了《股份

认购协议》。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前述《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符合《实

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五）缴款和验资 

2022 年 8 月 1 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发出《北

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

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及《股票认购协议》，通知全体

认购对象签署《股票认购协议》并于 2022 年 8 月 4 日 12:00 前将认购款项汇至主承销

商开设的专项账户。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出具的《验

资报告》（XYZH/2022BJAA31026 号），截至 2022 年 8 月 4 日止，参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认购对象向主承销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大桥路支行开立的账号

为 320766254539 的账户缴存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158,966,094.76 元（大写：人民币壹

亿伍仟捌佰玖拾陆万陆仟零玖拾肆元柒角陆分）。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XYZH/2022BJAA31027 号），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8 月 4 日止，京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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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已向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0,784,674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4.74 元，募集资金总额 158,966,094.76 元，，

扣除本次发行发生的相关中介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5,027,480.15 元，募集资金净额

人民币 143,938,614.61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10,784,674.00 元（大写：壹仟

零柒拾捌万肆仟陆佰柒拾肆元整），在扣除贵公司发行权益性工具的交易费用后，其

余计入资本公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票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对签署方具有约束力；

认购对象已按照《股票认购协议》及《缴款通知书》约定的时间缴纳其应予缴纳的认

购款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发行结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共计 4 名，分别为南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根据京城股份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为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证书编号：

QF2003NAB009），认购对象均为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二）认购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

购对象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无需

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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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所涉及的产品中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进行了备案。 

2、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证书编号：QF2003NAB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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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

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三）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前述认购对象提供的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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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认购对象作出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也

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具备相应主体

资格。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票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

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以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

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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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的法律意见书》之专用签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 

                乔佳平          王盛军 

           

______________ 

                                                        纪勇健 

 

______________ 

                                                        韦沛雨 

 

 

 

年    月     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股份”或“发行人”）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之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配套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586

号文核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京城股

份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认为京城股份本次发行过程及

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京城股份有关本次发行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符合京城股份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2年7

月28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京城股份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发行底价为14.38元/股。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

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4.74元/股。 

（二）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784,674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158,966,094.76元，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关于核

准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李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586号）中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8,966,100元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基金”）、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基金”）、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诺德基金”）和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合

计4名投资者，未超过35名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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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四）限售期 

上述发行对象认购的京城股份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发行对象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而认购的京城股

份股份因京城股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情形而增持的部分，亦应遵守前述锁定期

的约定。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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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批复

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配套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京城机电批复； 

2、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3、京城机电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报告予以审核备案； 



 

4、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及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

次临时会议、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三、本次配套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询价对象及认购邀请书的发放 

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于2022年7月27日至2022年7月29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178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

购报价单》”）。上述178名投资者中包括：截至2022年7月8日京城股份前20名

股东（剔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主承销商及其关

联方）、31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2家证券公司、16家保险机构和其他88

名已向发行人或主承销商表达过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自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送中国证监会后至申购报价日（2022年8

月1日）前，主承销商收到1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因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名单基础上，增加1名投资者，并向其补充发送了认购邀

请文件。 

经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审核，本次认购邀请

书发送对象的名单除包含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公司

前20名股东外，还包含了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下列询价

对象： 

（1）不少于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不少于10家证券公司。 



 

（3）不少于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2年8月1日上午8:30-11:30，在康达律所的全程见证下，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4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独立财

务顾问（主承销商）与康达律所的共同核查，提交申购报价单的南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均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或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金。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别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5.00 1,00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6.02 2,200 

15.32 4,570 

14.74 5,920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6.48 2,550 

15.69 4,510 

15.39 6,300 

4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其他法人 

16.70 2,000 

14.74 4,500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1、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2年7

月28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京城股份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发行底价为14.38元/股。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

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4.74元/股。 

2、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依据投资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并根据《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中



 

约定的认购对象和认购价格确定原则，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

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具体获配结果如

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8,426 9,999,999.24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16,282 59,199,996.68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74,084 62,999,998.16 

4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815,882 26,766,100.68 

合计 10,784,674 158,966,094.76 

（四）关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关联关系核查及私募备案情况

核查 

1、本次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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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应开展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

的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I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上述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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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 

2、本次发行的关联关系核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包括京城股份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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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上述相关各方均不通过任何其他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也不存在京城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



 

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向发行对象直接或间接

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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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发行对象的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

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

所涉及的产品中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书编号：

QF2003NAB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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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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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

议的规定。 

（五）缴款、验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2022BJAA31026号《关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截至2022年8月4日止代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收取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情况的验资报告》，京城股份截至2022年8月4日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10,784,67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8,966,094.76元。上述由中信建投证券



 

代收取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截至2022年8月4日止已全部划入中信建投证券在中

国银行北京东大桥路支行的资金账户（账户号：320766254539）。 

2022年8月4日，中信建投证券已将上述认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

后的余额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XYZH/2022BJAA31027号《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8月4日止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的验资报告》，京城股份截至2022年8月4日止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10,784,67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8,966,094.76元。扣除本

次发行发生的相关中介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5,027,480.15元，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143,938,614.61元。截至2022年8月4日止，京城股份已收到上述资金

143,938,614.61元，其中人民币10,784,674.00元计入注册资本（股本），在扣除京

城股份发行权益性工具的交易费用后，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配套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缴款和验

资过程符合《认购邀请书》《缴款通知书》的约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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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21年12月15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21年第3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发行人对此进了公告。 

2022年3月24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

李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86号），

核准本次交易，发行人对此进了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将督促发行人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在本次发行正式结束后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手

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本次配套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



 

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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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本次发行严格按照《北京京

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北

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等相关要求执行；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

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贺承达            侯  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