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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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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月 26 日、2021 年 2 月 4日、2021 年 5 月 28日、2021 年 7 月

14日，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济宁城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城投”）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

充协议（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济宁城投

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 74,651,054 股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最终认购数量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确定。 

 济宁城投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立新分别于 2021年 1月 26日、

2021 年 2月 4日和 2021 年 6月 7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

承立新所持公司 7%的股份。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2021 年 6月 9日完成了过户

登记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济宁城投持有公司 7%的股份，系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其将成为公司

的关联方，因此济宁城投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与济宁城投发生过关联交易，

也未与不同关联方之间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授权，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74,651,054 股，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募集资金总额为 1,484,062,953.52 元，济宁城投拟以现金认购前述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26.2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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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2021 年 6月 22 日，公司实施完毕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发放现金股

利 4 元，每 10 股转增股份 3股。根据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和上述权

益分派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26.24 元/股调整为 19.88 元/

股。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021 年 1月 26 日、2021 年 2 月 4日、2021 年 5 月 28日、2021 年 7 月 14

日，公司与济宁城投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 

（二）涉及关联交易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承立新与济宁城投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双方一致同意承立

新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14,268,800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7%）

转让给济宁城投。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2021年 6月 9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2021 年 6月 22 日，公司实施完毕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发放现金股

利 4 元，每 10 股转增股份 3 股。本次权益分派完毕后，济宁城投持有公司

18,549,440 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济宁城投持有公司 18,549,440 股股票，占本次非

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7%，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 5%以上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济宁城投拟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非公开发行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第八次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第八次会

议、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涉

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次非公

开发行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66743644W 

成立日期：2007 年 9 月 25 日  

注册地址：济宁市太白湖新区济宁大道 35 号 

注册资本：584,732.17571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春光 

通讯地址：济宁市太白湖新区济宁大道 35 号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土地一级开发整治；

建设项目管理与咨询服务；不动产租赁；物业管理；贸易代理；商业综合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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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济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济宁城投

90.47%股权，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有济宁城投 9.53%股权，济宁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济宁城投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济宁城投

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最近两年的简要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 2019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68,043,360,908.53 51,925,931,783.51 

负债总额 45,276,708,431.81 30,985,128,192.24 

所有者权益 22,766,652,476.72 20,940,803,591.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238,538,477.71 18,584,188,036.24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7,604,337,785.31 3,864,678,686.95 

利润总额 326,663,492.25 187,722,139.48 

净利润 255,433,972.20 165,490,577.70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根据公司与济宁城投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数量进行了调减修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定价基准日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1 月 27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26.2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 

2021 年 6月 22 日，公司实施完毕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发放现金股

利 4 元，每 10 股转增股份 3股。根据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和上述权

益分派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26.24 元/股调整为 19.88 元/

股。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调

整方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

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 (P0-D)/(1+N) 

（三）交易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74,651,054 股，不超过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30%；募集资金总额为 1,484,062,953.52 元，济宁城投全部以现金认购。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四、《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7月 14 日，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与济宁城投签订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其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定义 

本补充协议（三）中使用但未定义的词语，与原协议中定义的该词语具有相

同的意义。 

3、对原协议的修改 

（1）原协议中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金额调减 86,500,225.84 元，

即募集金额由“1,570,563,179.36 元”调减为“1,484,062,953.52 元”。 

（2）原协议中约定的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由“79,002,172 股”调减为

“74,651,054 股”。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7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对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股票数量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开、公平、合理，

包括定价方式在内的交易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调减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四

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及其承诺事项（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济宁城投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合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以及《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鉴于公司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股票数量进行了调整，公司与济宁城投拟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目前济宁城投为公司持股

7%的股东，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股票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

后的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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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开、公平、合理，定价方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且已经我们事前认可，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

东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公司与济宁城投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三）》。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