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一七年二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3-1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南京新百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南京新百的委

托，担任南京新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经于 2016 年 9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关于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以及相

关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现就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

本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语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相关用语的含义一致。本所

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京新百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本所同意南京新百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

关内容，但南京新百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

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一、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根据《重组报告书》及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

方案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

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行为的实施。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发行对象、交易价格、

发行股票价格、发行数量等信息如下： 

1. 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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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百拟发行 22,353,568 股股份用于购买广州金鹏、常州元康、赛领辅仁、

力鼎资本、农银基金、赛领并购、东吴创投及衡丹创投持有的安康通 84%股权，

拟发行 67,168,185 股股份用于购买三胞集团、常州明塔、赛领辅仁、力鼎资本、

农银基金、赛领并购、东吴创投及衡丹创投持有的三胞国际 100%股权，拟发行

183,772,163 股股份用于购买银丰生物、新余创立恒远、王伟、王山及沈柏均持

有的齐鲁干细胞 76%股权。 

2.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资产估值机构进行估值，本次交易价格以估值为参考，由交易双方在公

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相关《估值报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合计为

488,803.31 万元；其中，安康通 84%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41,673.88 万元，三胞国

际 100%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126,230.95 万元，齐鲁干细胞 76%股东权益的价值为

320,898.49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

约定，安康通 84%的股东权益的交易作价为 41,600 万元，三胞国际全部股东权

益的交易作价为 125,000 万元，齐鲁干细胞 76%股东权益的交易作价为 342,000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合计为 508,600 万元。 

3.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 1 元。 

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南京新百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即第七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1 月 8 日）。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

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根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各方经协商确认本次发行价格为 18.61 元/股。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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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发行价格为该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南京新百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8.61 元/股。自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南京新百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价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

调整。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

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发行数量=（安康通 84%股权的价格÷发行价格）+（三胞国际 100%股权的

价格÷发行价格）+（齐鲁干细胞 76%股权的价格÷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股，发行股份数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

自愿放弃。 

依据上述计算原则，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合计为 508,600 万元，向交易对方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为 273,293,916 股，具体如下： 

（1）安康通 

序号 安康通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 

金额（万元） 股份数量（股） 

1 广州金鹏  23,771.43   12,773,470  

2 常州元康  7,923.81   4,257,823  

3 赛领辅仁  3,714.29   1,995,854  

4 力鼎资本  2,476.19   1,330,569  

5 农银基金  1,238.10   665,284  

6 赛领并购  1,238.10   665,284  

7 东吴创投  619.05   332,642  

8 衡丹创投  619.05   332,642  

合计 41,600.00 22,353,568 

（2）三胞国际 

序号 三胞国际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 

金额（万元） 股份数量（股） 

1 三胞集团 82,800.00 44,492,208 

2 常州明塔 17,200.00 9,242,342 

3 赛领辅仁 9,375.00 5,03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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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力鼎资本 6,250.00 3,358,409 

5 农银基金 3,125.00 1,679,204 

6 赛领并购 3,125.00 1,679,204 

7 东吴创投 1,562.50 839,602 

8 衡丹创投 1,562.50 839,602 

合计 125,000.00 67,168,185 

（3）齐鲁干细胞 

序号 齐鲁干细胞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 

金额（万元） 股份数量（股） 

1 银丰生物  180,000.00  96,722,192 

2 新余创立恒远  135,000.00  72,541,644 

3 王伟  18,000.00 9,672,219 

4 王山  4,500.00 2,418,054 

5 沈柏均  4,500.00 2,418,054 

合计 342,000.00  183,772,163 

在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南京新百实施现金分红、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

价格作相应调整，发行数量将随之调整。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

的发行数量为准。 

 

二、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除《原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本次交

易还取得了以下批准和授权： 

1.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 

2017 年 1 月 13 日，南京新百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新街口

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9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南京新百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 江苏省商务厅关于本次交易中收购三胞国际事项的境外投资备案 

2017 年 1 月 17 日，南京新百已经就本次交易取得江苏省商务厅出具的针对

其收购三胞国际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2002017000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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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相关授权和批准，该等授权和批准

合法有效。 

 

三、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1. 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安康通 84%股权、三胞国际 100%股权、齐鲁干细胞

76%股权。 

2. 交割条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在签署后即对各方有约束力，并约定了相关决策、

审批程序等满足后即生效。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相关授权和批准，该等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 

3.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安康通交割完成后的安康通股东名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

京新百已获得安康通 84%股权（对应安康通 8,376,615 股）。 

根据三胞国际交割完成后的股东名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新

百已获得三胞国际 100%股权（对应三胞国际 62,501 股）。 

根据齐鲁干细胞的企业信息查询单及齐鲁干细胞就本次交易向山东省工商

局递交的章程修正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新百已持有齐鲁干细胞

76%股权（对应齐鲁干细胞 3,800 万元的出资额）。 

至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南京新百已分别持有

安康通 84%股权、三胞国际 100%股权及齐鲁干细胞 76%股权。 

 

四、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审查、核对《重组报告书》，基于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做出

的判断，《重组报告书》对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不存在重大遗漏、《重组报告书》

披露的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差异。 

 

五、 本次交易期间人员更换及调整情况 

1. 南京新百在本次交易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

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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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南京新百在本次交易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

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如下： 

（1）2016 年 1 月 14 日，公司董事陶佩芬、公司监事施晓蔚因工作原因辞

去董事、监事职务；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决议通过提名朱爱华、卜江勇增补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提名胡晓明增补为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通过提名周晓兵增补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016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增

补议案。 

（2）2016 年 8 月 27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提名张居

洋增补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2016 年 8 月 30 日，公司董事、副总裁陈永刚、公

司监事会主席胡雪飞因工作原因辞去职务；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

司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增补檀加敏为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并同意增补张居洋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选举檀

加敏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3）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通

过聘任胡雪飞为公司副总裁。 

（4）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等议案，决定聘任胡雪飞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 

除此之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期间南京新百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调整的情况。 

2. 标的公司在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

员的调整情况 

（1）安康通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康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本次交易期间未发生变动。 

（2）三胞国际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胞国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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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本次交易期间未发生变动。 

（3）齐鲁干细胞 

经核查，齐鲁干细胞在本次交易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如下： 

1）2017 年 1 月 19 日，齐鲁干细胞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齐

鲁干细胞董事由 5 人变更为 7 人，同意免去彭秀玲董事职务，选举马筱青、许平、

王彤炎为公司董事，新董事会成员由马筱青、许平、王彤炎、汤莉、生德伟、王

山、刘国军组成； 

2）2017 年 1 月 19 日，齐鲁干细胞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工代表一致

同意选举李玉杰、沈柏均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17 年 1 月 19 日，齐鲁干细胞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齐鲁干

细胞监事由 3 人变更为 5 人，同意免去王晓霞、段尊玲监事职务，选举彭秀玲、

席力卉、潘利建为公司监事，新监事会会成员由彭秀玲、席力卉、潘利建和职工

代表监事沈柏均、李玉杰组成； 

3）2017 年 1 月 19 日，齐鲁干细胞召开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免

去生德伟齐鲁干细胞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马筱青为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 

除此之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本次交易期间未发生变动。 

 

六、 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核查情况 

根据南京新百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对南京新百公告文件、《重组报告书》

等相关文件，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

担保的情形。 

 

七、 相关协议及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在《重组报告书》等文件中予以披露，经本所

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和承

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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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后续事项及其合规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完成的后续事项如下： 

1. 南京新百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但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2. 南京新百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本

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述新增股份上市； 

3. 南京新百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等事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等后续手续。 

经核查，上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在法律上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九、 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截至现阶段必要的审批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

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及交付。本次交易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继续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