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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之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与北京市通商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用合同》，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

托，同意担任发行人向 9 名无关联关系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037,354,29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现就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此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发行人的委托，本所律师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和缴款等方面的有关记录、协议、资料

和证明等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本所律师亦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发行人向本所律师提

供的文件和做出的陈述是完整、真实、准确和有效的；签署文件的主体均具有签署文

件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提供文件中的所有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任何已签署的

文件均获得相关当事各方有效授权，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署；文件的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并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律师披

露，而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该等事实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律师之日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均未发生任何变更。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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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对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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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依赖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

具法律意见，该等证明文件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和电子文档形式。 

(3) 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

计、验资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

和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引

用或按照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核要求引用及披露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

行人作上述引用或披露应当全面、准确，不得导致对本法律意见书的理解

产生错误和偏差。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6) 本法律意见书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因四舍五入造成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1 发行人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了本次

发行方案。 

1.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出具《关于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及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资产权 [2017]983 号 )，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03,735.4292 万股 A 股股份的方案。 

1.3 发行人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召开了 2017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本次

发行方案，并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

一切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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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22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9,037,354,292 股新股。 

1.5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已就本次非公开

发行获得其公司内部适当的批准与授权，并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和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和发行股数的确定、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和资

金来源情况、发行定价、缴款和验资情况及发行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2.1 发行对象和发行股数的确定 

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股份数量(股)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77,159,590 

2 深圳市腾讯信达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0,541,728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百度鹏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4,890,190 

4 宿迁京东三弘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32,064,421 

5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33,254,734 

6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5,651,537 

7 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5,651,537 

8 深圳淮海方舟信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85,651,537 

9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2,489,018 

合计 9,037,354,292 

发行人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与上述发行对象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上述《股份认购协议》已于中国证监

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生效。 

2.2 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和资金来源情况 

经本所适当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发行对象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法人或有限合伙企业，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对于发行对象

的要求，且具备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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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适当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均来源于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且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代持、结构化等安排。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的情形，不

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关联方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资助、借款、提供担保或者补偿的情形。 

经本所适当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中，深圳市腾讯信达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百度鹏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光启互联

技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淮海方舟信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上述发行对象均已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其设立的资管计划的基金专户备案；其他发

行对象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2.3 本次发行的定价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7

年 8 月 2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6.8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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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2016 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的决策部署，发行人在发改委等部门的指导下，制定了混改方案，同时

就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沟通。中国证监会

等部门在依法依规履行相应程序后，同意对发行人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作为个案处理，发行人可以根据 2017 年 2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再

融资制度修订前的规则制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4 缴款和验资 

保荐机构已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向各发行对象分别发出了《缴款通知书》，

要求发行对象根据《股份认购协议》和《缴款通知书》向指定账户足额缴

纳认股款。截至《缴款通知书》要求的缴款最迟缴款日期，9 名发行对象均

已足额缴纳了认购款。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

(瑞华验字【2017】01540003 号)，截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 18 时止，保荐

机构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实际收到 9 户特定投资者认购中国联通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17.25 亿元之认购资金，扣除需要抵扣的保证金

部分，实际收到认购金额合计人民币 59,323,873,324.98 元，已全部存入上

述认购资金专用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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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10 月 26 日，保荐机构将扣除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后的上述

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根据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

验字第 1700642 号)，截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1,725,129,814.36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

用总计人民币 179,060,127.77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546,069,686.59 元，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9,037,354,292.00 元，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2,508,715,394.59 元。 

2.5 本次发行的锁定期安排 

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以及本次发行结束后基于本次

认购的 A 股股票因发行人派发股票股利、转增股本而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直接或间接转让。该等锁定期届满后，

认购股份的转让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所认为，该等锁定期安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6 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过程

和发行结果等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三、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1)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 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3)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股数、发行价格，以及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伍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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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下无正文，为《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见证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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