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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789     股票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12-57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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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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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61,940,000 股，其中同创投资所持宁波建工 11,979,753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同创投资所持其余宁波建工 17,972,604股及中亘基、景崎、景杰、景吉、景浩、

景合、景威、中嘉基、景腾所持宁波建工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本次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6.72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462,600,000 股。 

一、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宁波建工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创投资 指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亘基 指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崎 指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杰 指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吉 指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浩 指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合 指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威 指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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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基 指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腾 指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指 同创投资、中亘基、景崎、景杰、景吉、景浩、

景合、景威、中嘉基、景腾10家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9.96%

的股份(公司与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之时股权比例，下同) 

市政集团 指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 

指 本次宁波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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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暨股

本变动公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宁波建工与认购方签订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补充协议》 指 宁波建工与认购方签订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补偿协议》 指 宁波建工与认购方签订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

公司与认购方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独立财务顾问/中投证券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1.宁波建工履行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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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 3月 7日，宁波建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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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议案。 

（2）2012 年 5 月 30 日，宁波建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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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议案。 

(3)2012 年 6月 15日，宁波建工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议案。 

2、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2012 年 5 月 23 日，同创投资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 

（2）2012年 5月 23日，中亘基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3）2012年 5月 23日，中嘉基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4）2012年 5月 23日，景浩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5）2012年 5月 23日，景威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6）2012年 5月 23日，景合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7）2012年 5月 23日，景吉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8）2012年 5月 23日，景杰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9）2012年 5月 23日，景崎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10）2012年 5月 23日，景腾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3、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1） 2012年 9月 26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27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相关事项获无条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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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年 11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

1457 号《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文件核准本公司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29,952,357 股股份、向宁波

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4,301,370股股份、向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发行 3,208,807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3,451,247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5,592,615 股股份、

向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2,684,743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吉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2,961,838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4,314,270 股股份、向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3,458,469 股股份、

向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2,014,28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本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7,390,00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2、发行数量 

宁波建工向同创投资、中亘基、中嘉基、景浩、景威、景合、景吉、景杰、

景崎、景腾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6.72 元/股，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

61,940,000股。其中，向同创投资发行 29,952,357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40.48%

股份，向中亘基发行 4,301,370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5.81%股份，向中嘉基发

行 3,208,807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4.34%股份，向景浩发行 3,451,247股购买

其所持市政集团 4.66%股份，向景威发行 5,592,615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7.56%

股份，向景合发行 2,684,743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3.63%股份，向景吉发行

2,961,838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4.00%股份，向景杰发行 4,314,270 股购买其

所持市政集团 5.83%股份，向景崎发行 3,458,469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4.67%

股份，向景腾发行 2,014,284 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2.72%股份。 

3、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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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

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2 年

3月 7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6.82元/股。 

根据公司 2012年 4月 11日召开的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1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以 2011 年末股本 400,66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现

金红利 1元（含税），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年 5月 14 日，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15 日。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若宁波建工 A

股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因此，本

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为 6.72元/股。 

4、锁定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61,940,000 股，其

中同创投资所持宁波建工 11,979,753股限售期为 12个月，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12月 21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同创投资所持其余 17,972,604股及中亘基、

景崎、景杰、景吉、景浩、景合、景威、中嘉基、景腾所持宁波建工股份限售期

为 36个月，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 年 12月 21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5、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批复后及时开展了资产交割工作。2012 年 12月 7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标的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均已

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经全部过户完毕。 

6、资产验资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12】第 04-00001 号《宁波建工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 

7、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 2012 年 12 月 21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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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1,940,000 股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8、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详细情况如下所示： 

（1）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21 号 3 幢 4 楼 

注册资本： 2,127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孟文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0000068470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57965176 

经营范围： 实业项目投资；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企业管理、投

资咨询服务。 

（2）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1室 

注册资本： 76,358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叶正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16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44X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3）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2室 

注册资本： 56,963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周朝阳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81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466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4）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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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3室 

注册资本： 61,267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张良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65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28X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5）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4室 

注册资本： 99,280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张桂余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73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30203587490490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6）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5室 

注册资本： 47,660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陈伟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49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335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7）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6室 

注册资本： 52,579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张东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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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52X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8）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7室 

注册资本： 76,587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袁亚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24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386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9）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108室 

注册资本： 61,395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陈莹敏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257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554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10）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海曙区新典路21号4号楼201室 

注册资本： 35,758 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2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 张文京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30203000148329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0203587490597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咨询。 

9、现金对价款的支付及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以现金

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对价款 8,076.432 万元。其中，向同创投资支付 3,90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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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7.86%股份，向中亘基支付 560.861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

政集团 1.13 %股份，向中嘉基支付 418.400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0.84%股份，

向景浩支付 450.012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0.91%股份，向景威支付 729.228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1.47%股份，向景合支付 350.067万元资金其所持市政

集团 0.70%股份，向景吉支付 386.198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0.78%股份，向

景杰支付 562.543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1.13%股份，向景崎支付 450.954万

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0.91%股份，向景腾支付 262.645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

团 0.53%股份。目前，宁波建工已依据相关协议支付完毕现金对价款。 

本公司将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具体情况在核准批文有效期内择机启动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工作，并依照相关规定办理股份登记、上市等后续手续。 

三、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截至2012年11月30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1 广天日月 19,053 47.5535 

2 王一丁 2,083 5.1994 

3 恒河集团 1,050 2.6207 

4 华茂集团 1,000 2.4959 

5 宇斯浦集团 1,000 2.4959 

6 何明德 1,000 2.4959 

7 鲍林春 500 1.2479 

8 乌家瑜 300 0.7488 

9 潘信强 300 0.7488 

10 徐文卫 300 0.7488 

11 翁海勇 300 0.7488 

12 陈建国 300 0.7488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截至2012年12月21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1 广天日月 19,053 41.19  

2 同创投资 2,995 6.47  

3 王一丁 2,083 4.50  

4 恒河集团 1,050 2.27  

5 华茂集团 1,00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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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宇斯浦集团 1,000 2.16  

7 何明德 1,000 2.16  

8 景威 559  1.21  

9 鲍林春 500 1.08  

10 景杰 431 0.93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公司原股本为400,660,000股，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本次发行普通股

61,940,000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62,600,000股。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

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类别 变动前（万股） 变动数（万股） 变动后（万股）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2052.8 6194 28246.8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013.2 0 8013.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0066 6194 36260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10000 0 1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000 0 10000 

股份总额  40066 6194 46260 

目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广天日月，实际控制人仍为徐文卫、潘信强、陈

建国、陈贤华、翁海勇、鲍林春、乌家瑜7名自然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旧

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仍旧

具备上市条件。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姓名  

本次发股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与本次交易完成前相比，交易完成后报告期内备考口径的收入和利润规模都

呈现一定的增长。2011年度和2012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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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净利润均增长较大，营业收入达到1,077,703.79万元和535,889.96万元，分

别较交易前增长24.22%和26.8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达到

15,843.71万元和7,374.23万元，分别较交易前增长36.59%和33.89%。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规模有明显提高。 

本次交易完成后，备考口径下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较交易前均有所提高，基本

每股收益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市政集团在市政工程领域具有较为丰

富的项目施工经验和较高水平的项目管理能力，能够合理的控制成本。 

本次资产重组将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持续增

长。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份上市规则》、《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治理结构，运作规范。本次交易不改

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交易后公司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

性不受影响。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要求加

强规范运作，优化治理结构。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市政集团具有较强的市政工程管理建设能力，在区域市场具有较大市场影响

力，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在宁波建筑行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将大大提高，有

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同时，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市政工程建设和园林绿化领

域的产业链延伸，有利于形成两家企业的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节约经营成

本、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五、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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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栋第 18-21层及

第 04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电话：021-52282550 

传真：021-52340500 

主办人：李亮  李春友 

协办人：郭中华 

项目组成员：李光增  纪振永  邢鹏虎  赵成豪 

（二）法律顾问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 A座 12层 

电话：(010) 6609-0088 

传真：(010) 6609-0016 

经办人：马哲  周玉娟 

（三）审计机构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层 1504 室 

电话：021-68406628 

传真：021-68406488 

经办人：呙华文  郭义喜  张艳影 

（四）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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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林梅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十六号院 7号楼 12层 

电话：010-58350462 

传真：010-58350099 

经办人：刘昊宇  蔡萍 

六、备查文件     

1、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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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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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4、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波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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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宁波建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其

他经核准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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