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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1.SH 证券简称：*ST 劝业 公告编号：2020-062  

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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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349,321 股  

发行价格：3.57 元/股  

发行对象和发股数量：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天津津诚 189,078,638 

2 国开金融 149,625,590 

3 普罗中欧 93,241,680 

4 金风科技 67,307,991 

5 津诚二号 66,702,186 

6 中日节能 37,036,049 

7 金风投资 33,653,978 

8 杭州长堤 16,221,217 

9 天津天伏 10,284,656 

10 天津青岳 10,096,193 

11 菁英科创 6,730,795 

12 杭州青域 370,348 

合计 680,34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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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年 8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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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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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置出资产已完成过户，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国开新能

源 100%股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释

义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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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1、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审议通过职工安置方案； 

2、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天津津诚董事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第

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4、交易对方涉及的内部决策； 

5、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评估报告经天津市国资委备案； 

6、天津市国资委已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7、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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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对象和发股数量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天津津诚 189,078,638 

2 国开金融 149,625,590 

3 普罗中欧 93,241,680 

4 金风科技 67,307,991 

5 津诚二号 66,702,186 

6 中日节能 37,036,049 

7 金风投资 33,653,978 

8 杭州长堤 16,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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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津天伏 10,284,656 

10 天津青岳 10,096,193 

11 菁英科创 6,730,795 

12 杭州青域 370,348 

合计 680,349,321 

2、发行价格 

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首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即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购买资

产发行股份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为 3.57 元/股。 

自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

相应调整。 

3、锁定期安排 

天津津诚和津诚二号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天津

津诚和津诚二号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除天津津诚和津诚二号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若其持

有的国开新能源股权权益已满 12 个月，则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其持有的国开新能源股权权益不

足 12 个月的，则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锁定期内，如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

股份，锁定期与上述股份锁定期相同。 

若上述锁定股份的承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应

当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意见对上述锁定承诺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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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 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20 年 8 月 21 日，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20]第

3-00020 号《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经审验，截止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上市公司已完成国开新能源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 

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增发的 680,349,321 股股份向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提交了相

关登记材料，并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公司向国开金融、普罗中欧、金风科技、津诚二号、中日节能、金风

投资、杭州长堤、天津天伏、天津青岳、菁英科创和杭州青域发行的 680,349,32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办理完

毕。 

（四） 资产过户情况 

1、置入资产的交割过户情况 

根据国开新能源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取得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302321692319Q）以及经修订及备案的公司章程等资料，国开新能源

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变更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上市公司持有

国开新能源 100%股权，国开新能源已成为津劝业的全资子公司。 

2、置出资产的交割过户情况 

2020 年 8 月 5 日，上市公司、置出资产载体劝业有限及置出资产承接方天

津津诚共同签署《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对拟置出资产交割进行了确认，

并明确了置出资产交割后的相关安排。根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相关约定，津劝业将其全资子公司劝

业有限作为置出资产的归集载体，并向天津津诚转让劝业有限 100%股权。 

根据《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相关约定，自置出资产交割日起，津劝业在本

次交易项下的置出资产交付义务视为终局性的履行完毕。不论置出资产是否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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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完成交付或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置出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已

实质性转移至劝业有限；对劝业有限及其承接的全部负债，上市公司不再承担清

偿责任，因债务清偿问题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由劝业有限承担赔偿责任，天

津津诚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部分暂时未能办理置出过户手续的资产，由上市公司

协助劝业有限继续办理该等资产的过户手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建议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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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标的资产交割及新增股份上市过程中，截至本公告

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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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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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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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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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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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标的资产交割及新增股份上市过程中，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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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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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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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为 271,499.4000 万元，置出资产交易价格为

28,614.6900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3.57 元 /股计算，发行数量相应为 

680,349,321 股。本次交易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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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天津津诚 67,501.07 189,078,638 

2 国开金融 53,416.34 149,625,590 

3 普罗中欧 33,287.28 93,241,680 

4 金风科技 24,028.95 67,307,991 

5 津诚二号 23,812.68 66,702,186 

6 中日节能 13,221.87 37,036,049 

7 金风投资 12,014.47 33,653,978 

8 杭州长堤 5,790.97 16,221,217 

9 天津天伏 3,671.62 10,284,656 

10 天津青岳 3,604.34 10,096,193 

11 菁英科创 2,402.89 6,730,795 

12 杭州青域 132.21 370,348 

天津津诚和津诚二号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除天津津诚和津诚二号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取得上

市公司股份时，若其持有的国开新能源股权权益已满 12 个月，则其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其持有

的国开新能源股权权益不足 12 个月的，则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 发行对象情况 

1、天津津诚 

公司名称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MA05TBNX6Q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靳宝新 

注册资本 1,2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7年7月5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30号A602-6 

主要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256号泰达大厦11层 

经营范围 

各类资本运营业务，包括以自有资金对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行业进行投

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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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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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开金融 

公司名称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25421F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驭 

注册资本 6,062,387.5578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9年8月24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0层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10层 

经营范围 

投资业务；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咨询、顾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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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普罗中欧 

公司名称 珠海普罗中欧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3232718841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普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18,79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4年11月27日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上村187号4楼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08号横琴人寿大厦1201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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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 

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2202.SZ、2208.HK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299937622W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武钢 

注册资本 422,506.7647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1年3月26日 

注册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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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8号 

经营范围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技术引进与开发、应用；建设及运营中试

型风力发电场（法律法规规定应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在取得许可后方

可从事）；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有关风机制造、风电场建设

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与相关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5、津诚二号 

公司名称 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LJ9KXT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津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21,01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9年4月24日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金昌道637号宝正大厦12层1202B-04 

主要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霞光道1号宁泰广场2302号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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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节能 

公司名称 中日节能环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7837510W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郁川 

注册资本 85,148.51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3年8月14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佑圣观路165号通润银座702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飞云江路9号赞成中心东楼1106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即主要向节能、环保领域的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

资，对所投资企业一年以上的企业债券的投资和对优先股、可转换优先

股、可以转换为所投资企业股权的债券性质的投资等，并为被投资企业

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7、金风投资 

公司名称 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560441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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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治平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0年8月2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8号4幢308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8号 

经营范围 

环境工程、新能源的投资；投资管理；风电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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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杭州长堤 

公司名称 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5832090677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摩根士丹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 168,123.7113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1年9月22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80-188号金融大厦二层202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80-188号金融大厦二层202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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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天津天伏 

公司名称 天津天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6Q6RY0J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海胜汇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3,06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9年6月26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天津好邦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1217号） 

主要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天津好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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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1217号）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10、天津青岳 

公司名称 天津青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6RHEN3C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邓宜康 

认缴出资额 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9年8月16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天津好邦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1267号） 

主要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天津好邦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1267号）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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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菁英科创 

公司名称 菁英科创（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0MA06DG7J72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菁英汇投资管理（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认缴出资额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8年7月10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一

期4号楼8层03室72号 

主要办公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一

期4号楼8层03室72号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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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杭州青域 

公司名称 杭州青域践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311238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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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青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4年10月10日 

注册地址 上城区崔家巷4号1幢126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地世纪中心B座3301室 

经营范围 

服务：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

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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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诚直接、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4.82%股份，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天津市国资委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54,918,156  13.19 

2 广州市润盈投资有限公司                                                                                                             20,813,403  5.00 

3 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0,082  4.85 

4 天津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6,920,000  1.66 

5 天津津融国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795,278  1.63 

6 李志刚                                                                                                                             6,730,000  1.62 

7 程剑                                                                                                                               6,708,400  1.61 

8 张琦                                                                                                                               4,842,133  1.16 

9 周徽                                                                                                                               3,454,156  0.83 

10 
长江证券资管－天津市万博咨询有限公司－长江

资管万博红日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05,200  0.77 

合计 134,566,808 32.32 

（二）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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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43,996,794 22.25 

2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149,625,590 13.64 

3 
珠海普罗中欧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3,241,680 8.50 

4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307,991 6.14 

5 
天津津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津诚二号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702,186 6.08 

6 中日节能环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7,036,049 3.38 

7 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3,653,978 3.07 

8 广州市润盈投资有限公司                                                                                                             20,813,403 1.90 

9 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0,082 1.84 

10 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21,217 1.48 

合计 748,778,970 68.28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天津津诚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天津市国资委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后，天津津诚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天津市国资委仍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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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证券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6,268,225 - 416,268,225 

2、限售流通股 - 680,349,321 680,349,321 

合计 416,268,225 680,349,321 1,096,61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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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从事商业、各类物资的批发与零售。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原有百货业务资产置出，同时置入行业前景良好、

竞争优势突出、盈利能力较强的新能源电力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持有国开新能源 100%股权。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将变更为新能源电站项目的开

发、投资、建设及运营，向成为一家主要立足于光伏、风电领域的综合清洁能源

服务商转型。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实现业务转型，能够有效拓宽盈利来源，提升可

持续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以及后续发展潜力，为整体经营业绩提升提供保证，

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

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电话：010-85130996 

传真：010-65608450 

经办人员：曹震宇、孟婧、刘先丰、刘杰、曹锐、李书存、李然、王宝生 

（二）法律顾问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负责人：刘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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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 号泰康金融大厦 9 层 

电话：010-65890699 

传真：010-65176800 

经办律师：张冉、姚佳 

（三）审计机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咏华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22 层 

电话：010-82337890 

传真：010-82327668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政、沈文圣、张希海、王庆宾 

（四）资产评估机构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智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电话：010-88000000 

传真：010-8800000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向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27 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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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4、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劝业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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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律顾问出具的《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天津劝业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

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6、审计机构出具的《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

字[2020]第 3-00020 号）； 

7、《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