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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哈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20-030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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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2,214,230,463股 

发行价格：4.791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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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股份可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3、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为湘财证券99.7273%股权，资产交割日以标的资产过户至哈高科名下

之日为准。 

2020年6月4日，哈高科与湘财证券16名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

确认书》。2020年6月4日，湘财证券出具了新的股东名册，哈高科持有标的公司

湘财证券99.7273%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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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哈尔滨高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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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中的简称或名

词的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哈高科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新湖集团原则性同意； 

3、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哈高科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4、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等规定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一）》的约定，对于国有企业参与本次重组的情况，其各自同意由

国家电网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备案。国家电网已完成资

产评估报告备案工作； 

5、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哈高科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获得哈高科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7、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湖

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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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9号），核准本次购买资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哈高科成为湘财证券

控股股东、依法受让湘财证券 99.7273%的股份等事项。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数量（股） 

1 新湖控股 1,645,763,419 

2 国网英大 346,37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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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湖中宝 79,584,348 

4 山西和信 45,686,938 

5 华升集团 24,113,019 

6 华升股份 21,902,639 

7 电广传媒 21,707,746 

8 钢研科技 11,713,924 

9 大唐医药 4,340,963 

10 可克达拉国投 3,994,410 

11 黄浦投资 2,351,355 

12 中国长城 1,996,919 

13 长沙矿冶 1,507,063 

14 深圳仁亨 1,398,043 

15 湖大资产 1,078,439 

16 湖南嘉华 718,993 

合计 2,214,230,463 

2、发行价格 

本次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哈高科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4.7924元/

股，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4.80元/股。 

公司2020年6月5日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

前的公司总股本361,263,56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9元（含税），本

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4.791元/股。 

3、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新湖控股和新湖中宝以所持湘财证券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6个月内如上

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下股票发行价格，

或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下股票发行价格，新

湖控股和新湖中宝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

动延长 6个月。 

除上述股东以外的交易对方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若该股东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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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的，则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36个月

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交易对方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后，未来减持需按照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

进行减持。 

（三）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为湘财证券 99.7273%股权，资产交割日以标的资产过户至哈高科名

下之日为准。 

2020 年 6月 4日，哈高科与湘财证券 16 名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交割确认书》。2020 年 6月 4日，湘财证券出具了新的股东名册，哈高科持有标

的公司湘财证券 99.7273%股权。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

了验资，并于 2020年 6月 6日出具了《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0]2-19号）。根据《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6月 5日，上市公司已收到湘财证券 99.7273%股权。 

哈高科已就本次增发的 2,214,230,463股股份向中登公司提交了相关登记

材料，并于 2020年 6月 10日收到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

向新湖控股、国网英大、新湖中宝、山西和信、华升集团、华升股份、电广传媒、

钢研科技、大唐医药、可克达拉国投、黄浦投资、中国长城、长沙矿冶、深圳仁

亨、湖大资产、湖南嘉华发行的 2,214,230,46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的

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于 2020年 6月 9日办理完毕。 

（五）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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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得到了监管部门

的核准； 

（2）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效地取

得标的资产并已完成验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 

（3）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

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

响； 

（4）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的过程中，未发

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5）本次交易在标的资产交割及新增股份上市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因

本次重组而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6）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 

（7）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的

情形。 

2、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

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本次购买资产项下标的资产交割过户程序已完成；

哈高科已完成本次购买资产的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该等实施情况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哈高科尚需办理本次交易项下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

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手续，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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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交易各方尚需继续履行和遵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承诺。在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承诺等安排的情形下，该等后续事项的办

理和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本次交易作价1,060,837.82万元，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为2,214,230,463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数量（股） 

1 新湖控股 788,485.25  1,645,763,419 

2 国网英大 165,946.94  346,372,245 

3 新湖中宝  38,128.86  79,584,348 

4 山西和信  21,888.61  45,686,938 

5 华升集团  11,552.55  24,113,019 

6 华升股份  10,493.55  21,902,639 

7 电广传媒  10,400.18  21,707,746 

8 钢研科技  5,612.14  11,713,924 

9 大唐医药  2,079.76  4,340,963 

10 可克达拉国投  1,913.72  3,994,410 

11 黄浦投资  1,126.53  2,351,355 

12 中国长城  956.72  1,996,919 

13 长沙矿冶  722.03  1,507,063 

14 深圳仁亨  669.80  1,398,043 

15 湖大资产  516.68  1,078,439 

16 湖南嘉华  344.47  718,993 

合计 1,060,837.82 2,214,230,463 

新湖控股和新湖中宝以所持湘财证券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36月内不得转让。除上述股东以外的交易对方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发行对象情况 

1、新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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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宏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15,38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 10月 31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23626832B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木材、机械设备、煤炭（无储存）、焦炭、百

货、办公自动化设备、橡胶、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饲料、

矿产品、汽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品、石材、油脂、原料

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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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网英大 

公司名称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荣华 

注册资本 1,99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 10月 18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号院 1号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089N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经营管理；资产托管；为企业重组、并购、战略配售、

创业投资提供服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3、新湖中宝 

公司名称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林俊波 

注册资本 859,934.353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年 02月 23日 

注册地址 嘉兴市中山路禾兴路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41287T 

经营范围 

煤炭（无储存）的销售。实业投资，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石

化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家俱、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竹材、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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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黄金饰品、珠宝玉器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广告业务，电子计算机

网络系统及软件的研发、技术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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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山西和信 

公司名称 山西和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继增 

注册资本 101,812.0571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07月 04日 

注册地址 山西省示范区创业街 19号 3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739342754N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电力项目、新能源项目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售电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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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华升集团 

公司名称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政 

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88年 03月 12日 

注册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42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18376300X9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企业兼并、收购（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

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麻纺植物加工；经销日用百货、日用杂品、

工艺美术品、苎麻原料；纺织品、面料、服装服饰的生产、销售；智

能设备设施、制药机械的制造、销售；提供仓储、纺织生产科研及咨

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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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华升股份 

公司名称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杨洁 

注册资本 40,211.07万元 

成立日期 1998年 05月 19日 

注册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420号华升大厦 7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18381137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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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苎麻及与棉、化纤混纺的纱、布、印染布、服装以

及其它纺织品和化纤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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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电广传媒 

公司名称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刚 

注册资本 141,755.63万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01月 26日 

注册地址 长沙市浏阳河大桥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12106217Q 

经营范围 

影视节目制作、发行、销售（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

广告策划；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电子商务、有

线电视网络及信息传播服务，旅游、文化娱乐、餐饮服务、贸易业投

资，产业投资、创业投资和资本管理（以上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

外）。 

8、钢研科技 

公司名称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少明 

注册资本 19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 03月 27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400001889L 

经营范围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表集成

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程承包、工程监理和设备成

套；冶金与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机电产品

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环保、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材料、设备

的研制、销售、工程承包；冶金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

发、销售；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发、销售；进出口业

务；投融资业务及资产管理；稀土及稀有金属矿、稀土及稀有金属深

加工产品、稀土及稀有金属新材料、稀土及稀有金属科技应用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餐饮服务。（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大唐医药 

公司名称 西安大唐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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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金涌 

注册资本 3,25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1年 05月 18日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科技三路 57 号融城云谷 C 座 25 层

1250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726296066R 

经营范围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的批发；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消毒用品、保健

食品、食品的销售；药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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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可克达拉国投 

公司名称 新疆可克达拉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新建 

注册资本 112,626.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03月 28日 

注册地址 新疆可克达拉市镇江西路 42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2770394894A 

经营范围 

农四师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与托管，包括国有产

（股）权管理，融资与投资，产（股）权收购兼并与转让资产委托管

理，商品的批发及零售，生产性废旧物资收购,五金交电、矿产品的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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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黄浦投资 

公司名称 上海黄浦投资（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郑小灿 

注册资本 12,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3年 12月 28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74号 6－7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3446062 

经营范围 

投资开发、参股、控股、资产转让、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咨询，

房地产经纪，国内商业贸易（除专项规定），附设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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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国长城 

公司名称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宋黎定 



11 

 

注册资本 292,818.2053万元 

成立日期 1997年 06月 19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51261M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件、硬件、终端及其外部设备、网络系统

及系统集成、电子产品及零部件、金融机具、税控机具、计量仪表、

安防产品、移动通讯设备、无线电话机（手机）、通信及网络产品、

数字音视频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及售后服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和

咨询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

营进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营登证字第 49号文执行）；房地产开发经

营；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租赁（不含金融租赁）；物业管理及相关

服务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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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法规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许可经营

项目是：计算机软件、硬件、终端及其外部设备、网络系统及系统集

成、电子产品及零部件、金融机具、税控机具、计量仪表、安防产品、

移动通讯设备、无线电话机（手机）、通信及网络产品、数字音视频

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自行开发的电子出版物、零售各类软件及电

子出版物。 

13、长沙矿冶 

公司名称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谢建国 

注册资本 290,692.9822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 05月 15日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 96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4448853809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及二次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咨询、转让及推广服务；

选矿药剂、环保药剂及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品）、

矿冶装备、海工装备、环保装备（含仪器仪表）的研发、制造、销售；

再生资源收集技术开发、转让、培训、咨询及服务，废旧动力蓄电池

及含有镍、钴、铜、锂的有色金属废物的回收、暂存、处置与销售（以

上不含危险废物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电池及电池材料的研

发、生产、销售；储电、配电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制品加

工、生产、销售；智能技术及信息化系统、仪器仪表的开发、集成、

销售；智慧城市、地理信息的软硬件及平台的开发、集成、转让、销

售；土地测绘、国土空间规划；地质实验测试；新材料技术的研发、

咨询、转让及推广服务；新材料产品及相关仪器仪表、非标准装备的

研发、制造、销售；工业废水及废弃物的处理及利用；土壤及水体修

复；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节能评价、清洁生产评价、职业健康

评价；工农业原辅材料与产品、生产生活水质与土壤等的分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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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检测标准物质研制与生产销售；以自有合法资金进行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创业投资等（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

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创业投资咨询、

创业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

物业运营与管理；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工程咨询（规划）、工程设计、

工程监理、工程承包；广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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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深圳仁亨 

公司名称 深圳市仁亨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平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7年 05月 27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一村社区梅林路 148 号梅林一村 93 栋

15B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42023U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

发。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

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凭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15、湖大资产 

公司名称 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汤永茂 

注册资本 14,623.81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 05月 26日 

注册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机电大楼一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40641444F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湖南大学的经营性资产；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机电、

化工（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品）、电子、电气、仪器仪表、土木建

筑材料、环保节能新型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产品并提供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让服务；生产、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

电、百货；提供商标图案、产品造型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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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湖南嘉华 

公司名称 湖南嘉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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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彭长虹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08月 09日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八一路 399-19号领峰大厦 N单元 16

层 1620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779009315G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代客理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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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对象中，新湖控股、新湖中宝的控股股东与哈高科的控股股东均为新湖

集团。本次交易完成后，国网英大持有哈高科股份的比例将超过 5%。新湖控股、

新湖中宝及国网英大为哈高科的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新湖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6.08%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上市公司原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湖集团 58,094,308  16.08% 

2 刘亚军 4,944,700  1.37% 

3 唐磊 2,117,800  0.59% 

4 许立 1,935,500  0.54% 

5 李辉明 1,881,100  0.52% 

6 何芳 1,815,200  0.50% 

7 张宇 1,500,000  0.42% 

8 杨爱华 1,400,000  0.39% 

9 朱涛 1,364,700  0.38% 

10 张荣荣 1,301,500  0.36%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湖控股 1,645,763,419 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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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网英大 346,372,245 13.45% 

3 新湖中宝 79,584,348 3.09% 

4 新湖集团 58,094,308 2.26% 

5 山西和信 45,686,938 1.77% 

6 华升集团 24,113,019 0.94% 

7 华升股份 21,902,639 0.85% 

8 电广传媒 21,707,746 0.84% 

9 徐琦 18,000,000 0.70% 

10 钢研科技 11,713,924 0.45%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新湖控股，新湖控股及其一致

行动人新湖中宝、新湖集团合计将持有哈高科超过50%的股份，新湖控股将成为

哈高科的控股股东，哈高科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黄伟。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收到的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

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2,214,230,463 85.97 

境内法人持股   2,214,230,463 85.9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361,263,565 100.00 361,263,565 14.03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361,263,565 100.00 361,263,565 14.03 

三、股份总数 361,263,565 100.00 2,575,494,028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大豆深加工、制药、防水卷材业

务、工业厂房及其他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转型金融服务业，新增

证券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结算备付金、其他

流动资产等增加，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迅速增长。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得到较大程度

的扩张，整体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各项盈利指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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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等指标将得到明显改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021-60870878 

传真：021-60870879 

项目经办人：何声焘、彭强、汤宁、姚召五、盖鑫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8 层 

负责人：王玲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经办律师：高怡敏、黄任重、刘宁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负责人：曹国强 

联系电话：0731-85179801 

传真：0731-8517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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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永利、张笑 

（四） 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胡智  

联系电话：010-88000000 

传真：010-88000006 

经办资产评估师：邓艳芳、孔祥坡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新

湖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高科技（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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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法律顾问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高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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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 

4、审计机构出具的《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5、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6、《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7、其他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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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