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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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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94,681,269 股 

发行价格：7.88 元/股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44,416,244 350,000,002.72 36 

2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4,554,366 351,088,404.08 12 

3 李科学 5,710,659 44,999,992.92 12 

合计 94,681,269 746,088,399.72 - 

 (三)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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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发行对象新

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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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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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概述 

本次发行由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柯玛”、“公司”、“发行人”）

向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企发投”，公司控股股东）、青

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科学共 3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94,681,269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或“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746,088,399.72 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拟用于商用冷链产品智能化制造、商用冷链技术中心建设、新型节能冷藏车建设、

线上线下营销平台等项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6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2、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3、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4、2016 年 8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澳柯玛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

通过。 

5、2016 年 12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澳柯玛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第 2958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14,744.83 万股新股。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股票面值：1.00元 

4、发行数量：94,681,269股 

5、发行价格：7.88 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5.06 元/

股，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9.40%。 

6、募集资金总额：746,088,399.72元 

7、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等）：17,992,149.04 元 

8、募集资金净额：728,096,250.68元 

9、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中信建投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到澳柯玛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 746,088,399.72 元。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缴款专用账户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16）

第 SD04-0008 号《验资报告》。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已足额划至澳柯玛

指定的资金账户。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就澳柯玛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16）第 SD04-0010 号《验资报

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22 日止，澳柯玛

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94,681,269 股，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728,096,250.68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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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

次发行的全部过程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发行过程及本次发

行所确定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金额等，均符合发行人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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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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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

价单》、《缴款通知》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合法、合

规，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股

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94,681,269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发行对象总数为 3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如下：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44,416,244 350,000,002.72 36 

2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4,554,366 351,088,404.08 12 

3 李科学 5,710,659 44,999,992.92 12 

合计 94,681,269 746,088,399.72 -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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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发行对象新

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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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对象情况 

1、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姜培生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融通青岛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各项专用基金；

对外投资与资产管理；受托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财务顾问；投融资咨

询。（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注册资本：82,200 万元 

认购数量：44,416,244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2、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68 号三层 

法定代表人：卢民 

经营范围：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的投资与运营、资产管理与基金管理、股

权投资及资本运营、证券与基金投资、投资策划与咨询服务，经政府及有关监管

机构批准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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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50,000 万元 



认购数量：44,554,366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3、李科学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15 号 8 楼 

身份证号：37072719730107XXXX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 

任职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2011年 9月至今 青岛拥湾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是 

2014年 6月至今 青岛拥湾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是 

2015年 3月至今 青岛拥湾国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是 

李科学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青岛拥湾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注册资本

11,178 万元，经营范围为自有资金投资管理、受托投资管理以及投资管理咨询

服务。 

青岛拥湾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4年，注册资本 1亿元，

经营范围为针对实体经济项目开展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资本投资咨询、短期财

务性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 

青岛拥湾国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经营范围是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以及股权投资管理相关咨询服

务。 

认购数量：5,710,659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37.98 259,076,081 -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3.67 25,014,854 - 

王树先 其他 0.58 3,989,203 - 

汤海贤 其他 0.57 3,910,000 - 

王祥业 其他 0.46 3,141,471 - 

张薇 其他 0.44 2,974,969 - 

张志雄 其他 0.33 2,251,009 - 

赵峰 其他 0.33 2,220,100 - 

广州科源中小企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股 0.29 2,000,000 2,000,000 

管庆林 其他 0.26 1,751,054 - 

合计 - 44.91 306,328,741 2,0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9 日，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303,492,325 39.07 44,416,244 

2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9,569,220 8.96 44,554,366 

3 李科学 6,011,559 0.77 5,710,659 

4 王树先 4,603,000 0.59 - 

5 汤海贤 3,910,000 0.50 - 

6 王祥业 3,841,771 0.49 - 

7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量

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72,500 0.42 - 

8 赵峰 3,081,600 0.40 - 

9 张薇 2,974,969 0.38 - 

10 管庆林 2,190,000 0.28 - 

合计 402,946,944 51.88 94,681,269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681,269 股，总股本将



增至 776,753,269 股，其中控股股东青岛企发投持有 303,492,325股，其持股比

例上升至 39.07%，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2,000,000 - 2,000,00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88,970,610 88,970,610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 -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 5,710,659 5,710,659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 - -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 - - 

8、其他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000,000 94,681,269 96,681,269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680,072,000 - 680,072,000 

B 股 - - - 

H 股 - - -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80,072,000 - 680,072,000 

股份总额 682,072,000 94,681,269 776,753,269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 94,681,269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0,000 0.29% 96,681,269 12.45% 

无限售条件股份 680,072,000 99.71% 680,072,000 87.55% 

合计 682,072,000 100.00% 776,753,269 100.00%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增加，公司

财务结构更趋稳健，预计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盈利水平将进一步提升，盈利能



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72,809.63 万元，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合并口径财务数据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将增加至 403,378.86

万元，增幅 22.03%，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将增加至 179,828.02 万元，增幅

68.03%。 

（三）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商用冷链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商用冷链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新型节能冷藏车建设项目、线上线下营销平台项目等4个项目的实施，

是公司聚焦制冷主业，突破当前家电行业同质化竞争，向冷链物流领域延伸产业

链条，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的一个重要举措。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公

司“坚持市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打造制冷主业第一竞争力，成为绿色、环保、

高品质生活的创造者”的发展战略相符，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完善公司的冷链

物流产业链，全面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和设计能力，形成“生产一代、试制

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技术格局，继而巩固现有制冷业务的市场地位和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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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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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

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争、关联交易情况均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王万里、刘能清 

项目协办人：徐兴文 

项目组成员：张星明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B 栋 22 层 

联系电话：0755-83239206/18602104021 

传真：0755-2395385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张力、石志远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 40 号 C 座五层 

联系电话：010-50867666/18611067833 

传真：010-50867996 

（三）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经办注册会计师：徐世欣、杨勇 

联系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39 号世纪大厦 26 层 

联系电话：0532-85796501/13906422557 

传真：0532-85798596 

 

七、备查文件 



1、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

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性法律意见书；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审核报告； 

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

告》之盖章页）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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