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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名词  释义 

发行人、公司、上市

公司、爱旭股份 
指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嘉时 指 佛山市嘉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创海河基金 指 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义乌奇光 指 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爱旭 指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浙江爱旭 指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爱旭全资子公司 

天津爱旭 指 天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爱旭全资子公司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

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

通股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期首日 

发行底价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本次非公开

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义乌三期 指 

义乌三期年产4.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即浙江爱旭年产

9GW高效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4.3GW，本次募

投项目之一 

保荐机构、本保荐机

构、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发行情况报告 指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 
指 陈刚 

发行对象、认购对象 指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机构投资者 

董事会 指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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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名词  释义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报告期、最近三年一

期 
指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3月 

最近一年及一期 指 2019年及2020年1-3月 

不超过 指 含本数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

入所致。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

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等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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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未来

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效晶硅电池项目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光伏研发中心项目的议案》等关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3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未来三年

（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

效晶硅电池项目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光伏研发中心项目的议案》等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5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0 年度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0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等关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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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20年7月3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 

2020年7月20日，发行人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81号），核准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206,440,957股，发行价格为12.11元/股。截至2020年8

月4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账户。2020年8月6日，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

报告》（容诚验字[2020]518Z0021号）审验，截至2020年8月4日17:00，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已收到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2,499,999,989.27元。 

2020年8月5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部分承销费及

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2020年8月6日，经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518Z0022

号）审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499,999,989.27元，扣除发行费用

40,847,433.3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459,152,555.93元。 

（四）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资金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 206,440,957 股，符合发行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批准要求，符合贵会《关于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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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81 号）中关于“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48,966,469 股”的要求。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 年 7 月 28 日），发行底

价为 10.1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金额优

先、时间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2.1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四）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情况 

1. 发出《认购邀请书》情况 

2020 年 7 月 21 日，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上

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拟询价对象名单》（以下简称

“《拟询价对象名单》”），包括：截止 2020 年 7 月 10 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的 15 家股东（剔除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

联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共计 5 家）、基金公司 44 家、证券公

司 26 家、保险公司 24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29

家，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 132 家特定投资者。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中国证监会（2020 年 7 月

21 日）后至申购日（2020 年 7 月 30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张辉贤、

王良约、吴建昕、太仓东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兴

硅谷天堂泰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平潭综合实验区智领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智领汉石专享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郭军、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拓盈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王敏、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毅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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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方永中、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信达瑞投资有限公司、徐毓荣共 35 名新增

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

送认购邀请文件。 

《认购邀请书》发送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与上述投资者以

电话或邮件方式进行确认，除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的投资者外，发送对象均表示收

到《认购邀请书》。 

2. 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30 日 9:00-12:00，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29 个认购对象提交的《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及其他申

购相关文件。截至 2020 年 7 月 30 日 12:00，共收到 20 个认购对象汇出的保证金

共计 16,000.00 万元。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情况如下： 

认购对象名称 
关联

关系 

报价（元

/股） 

累计认购

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无 

12.56 7200 

不适用 是 12.32 8600 

12.08 1000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 
12.53 8400 

是 是 
11.81 1400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2.50 11200 不适用 是 

杭州奋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 11.64 10000 是 是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 
14.11 20200 

是 是 
12.11 43000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平安人寿权益

委托投资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无 13.06 7200 是 是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 3

号私募基金 
无 15.19 7200 是 是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1.00 8100 不适用 是 

平潭综合实验区智领三联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智领汉石专享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无 14.36 13600 是 是 



14 

 

认购对象名称 
关联

关系 

报价（元

/股） 

累计认购

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金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无 12.63 7200 是 是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无 

14.57 20000 

是 是 13.46 27000 

12.69 3000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国寿资产

-PIPE2020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无 13.00 14400 是 是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无 12.80 15000 不适用 是 

嘉兴硅谷天堂泰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无 14.09 7200 是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2.47 7200 

不适用 是 
12.09 720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1.88 7900 不适用 是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代正圆红利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无 

11.11 7200 
是 是 

10.13 7200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无 13.35 7200 是 是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平安资产

-工商银行-鑫享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无 

12.65 7200 

是 是 11.38 7200 

11.05 720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选三号

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

合、华泰资管－工商银行－华泰资产定增

新机遇资产管理产品） 

无 12.50 21600 是 是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2.00 8200 

不适用 是 11.66 9200 

11.03 10700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无 11.88 7200 是 是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无 10.15 139000 是 是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4.05 11400 

不适用 是 12.78 14800 

10.76 22400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2.61 7200 不适用 是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13.51 14400 是 是 

徐毓荣 无 10.88 7200 是 是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

申购的 29 个认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

完整的附件，为有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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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

对象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2.11元/股，发行对象及其获配

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丰收 3 号私

募基金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平潭综合实验区智领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智领汉石专享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11 11,230,388 135,999,998.68 

嘉兴硅谷天堂泰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11 11,890,999 143,999,997.89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平安证券-平安人

寿权益委托投资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国寿资产

-PIPE2020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12.11 11,890,999 143,999,997.89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11 12,386,457 149,999,994.2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1 12,221,304 147,999,991.44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11 24,772,914 299,999,988.54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平安资产-工

商银行-鑫享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11 6,936,416 83,999,997.7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1 9,248,554 111,999,988.9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选三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华泰资管－工

商银行－华泰资产定增新机遇资产管理产品） 

12.11 17,836,498 215,999,990.7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1 5,945,499 71,999,992.89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11 7,101,568 85,999,988.48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11 33,360,868 404,000,111.48 

合计 206,440,957 2,499,999,989.27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为2,499,999,989.27元，发行股数为

206,440,95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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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0]518Z0022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89.27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40,847,433.34 元（不含税）后，本次非

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59,152,555.93 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206,440,957.00 元，超出股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2,252,711,598.93 元。 

（六）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锁定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除有关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

得转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投资者持有股份

锁定期另有法律规定或约定的，则服从相关规定或约定。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2-06-06 

法定代表人 高云程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 939 号 3 幢 129 室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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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二）平潭综合实验区智领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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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6-07-12 

法定代表人 林义和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 号楼 5 层 511 室-3185(集群

注册)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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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平潭综合实验区智领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

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嘉兴硅谷天堂泰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7-08-16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1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02 室-61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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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嘉兴硅谷天堂泰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述

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2005-11-02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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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764,638.5238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股票期

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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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五）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6-11-30 

法定代表人 杨晓英 

注册资本 16,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旷世国际大厦 1-1504B-148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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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

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

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六）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199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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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何之江 

注册资本 1,38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 22-25 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

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中国证监会批准或核准的其他业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

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七）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3-11-23 

法定代表人 王军辉 

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中国人寿中心 14 至 18 层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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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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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八）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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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1-05-28 

法定代表人 王珠林 

注册资本 22,22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9 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九）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06-21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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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

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01-06 

法定代表人 陈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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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楼 1102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

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

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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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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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

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

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一）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5-05-27 

法定代表人 万放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29-31 楼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

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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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成立日期 1995-07-31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资本 436,866.7868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

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

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

业务；三、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

五、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

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

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十二、网上证券委

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业务；十八、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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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三）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7-09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注册资本 23,3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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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四）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03-01 

法定代表人 Jeremy David Collard 

注册资本 500 万元港币 

住所 18/F, One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Hong Kong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五）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1999-04-13 

法定代表人 裴长江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 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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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

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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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5-01-18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本 60,06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1102 室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

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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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

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七）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1999-03-25 

法定代表人 经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 楼 09-14

单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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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

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八）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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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成立日期 2006-05-08 

法定代表人 曹均 

注册资本 30,41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乙 16 号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该企

业于 2012 年 4 月 5 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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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

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

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十九）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06-08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31 层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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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发行对象不包

括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

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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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1 号港中旅大厦 26 层 

联系电话： 0755-82492010 

传真： 0755-82492020 

保荐代表人： 陈亿、张冠峰 

项目协办人： 蒋梦婕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中伦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中心 A 座 8-10 层 

联系电话： 0755-33256666 

传真： 0755-33206888 

经办律师： 邹云坚、庄浩佳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肖厚发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联系电话： 010-66001692 

传真： 010-66001392 

经办会计师： 潘新华、欧昌献 

（四）验资机构 

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肖厚发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联系电话： 010-66001692 

传真： 010-6600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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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会计师： 潘新华、欧昌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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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陈刚 限售流通 A 股 649,690,989 35.50% 

2 义乌奇光 限售流通 A 股 568,754,374 31.08% 

3 新达浦宏 流通 A 股 98,434,491 5.38% 

4 天创海河基金 限售流通 A 股 71,210,246 3.89% 

5 佛山嘉时 限售流通 A 股 33,334,499 1.82% 

6 
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14,561,587 0.80% 

7 
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14,561,587 0.80% 

8 
江苏疌泉金茂新材料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12,481,294 0.68% 

9 
深圳天诚一号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10,401,094 0.57% 

10 朱玉树 流通 A 股 7,380,680 0.40% 

合计 1,480,810,841 80.92% 

（二）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陈刚 649,690,989 31.91% 649,690,989 

2 义乌奇光 568,754,374 27.93% 568,754,374 

3 新达浦宏 98,434,491 4.83% - 

4 天创海河基金 71,210,246 3.50% 71,210,246 

5 佛山嘉时 33,334,499 1.64% 33,334,499 

6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772,914 1.22% 24,772,914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605,409 0.77% 15,605,409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15,433,167 0.76% 15,43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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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资基金                                                                 

9 
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4,561,587 0.72% 14,561,587 

10 
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14,561,587 0.72% 14,561,587 

合  计 1,506,359,263 73.97% 1,407,924,772 

本次发行后陈刚持有公司 31.91%股权，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

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义乌三期年产4.3GW高

效晶硅电池项目、光伏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可以有效地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为公司未来一段时期的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增加 206,440,957 股限售流通股，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

生一定变化。控股股东陈刚的持股比例由 35.50%变动至 31.91%，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变动。 

（四）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资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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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竞争实力，促进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 

（五）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市场前景。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募投项目顺利开展和实施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

产规模将大幅增加，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到显著改善，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和盈利能力均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未来销售收入的增长及盈利水

平的提升。 

（六）对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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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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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

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不包括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

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

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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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并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已履行全部的批准、核准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

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

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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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声明 

一、发行人声明 

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陈  刚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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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陈亿                  张冠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    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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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邹云坚 

  

  

经办律师：               

                                                       庄浩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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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容诚审字[2020]518Z0009 号）无矛盾之处。本

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肖厚发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潘新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欧昌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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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报告编号：容诚验字[2020]518Z0021 号、容诚验字

[2020]518Z0022 号）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

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肖厚发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潘新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欧昌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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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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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盖章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