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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30           证券简称：神马电力       公告编号：2021-028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32,218,837 股 

发行价格：13.16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8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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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投资者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

交易日顺延）。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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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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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未来

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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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事宜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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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事宜》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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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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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神马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6 号），核准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

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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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行数量：32,218,837 股 

3. 发行价格：13.16 元/股 

4.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23,999,894.92 元 

5. 发行费用：人民币 5,716,837.75 元（不含税） 

6.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18,283,057.17 元 

7.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

合”）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8 月 17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

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到账情况验资报告》

（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1）第 0796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 17:00

时止，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缴存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缴存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423,999,894.92 元。 

2021 年 8 月 17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

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

字（2021）第 0823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止，发行人实际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2,218,83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3.16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423,999,894.92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 5,716,837.75 元（不含税）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18,283,057.17 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32,218,837.00 元，超出股本部分计入资本公

积人民币 386,064,220.17 元。 

2.新增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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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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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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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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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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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

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

单》《追加认购邀请书》《追加申购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

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发行过程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数量最终为 32,218,837 股，发行对象为 15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13.1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23,999,894.92 元。 

（二）发行对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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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名单，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15 家，分别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龙岩鑫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南方天辰景丞价值精选 2 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通苏通集成电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牛晓涛、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代“铂绅二十九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杨岳智、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宁聚量化稳盈 6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信资本（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代中信资本中国价值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信资本（深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代中信资本中国价值回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发行对象以其自

有资金或以其管理的产品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备案证

明等资料，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该等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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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4,407,294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 号 2 层 225 室 

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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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邱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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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1,975,683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注册资本 890,794.7954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贺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

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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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1,519,756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龙岩鑫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龙岩鑫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陂街道华莲社区龙岩大道中 395 号 18 层 18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网英大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02MA359C7U9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279,635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5.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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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 号院 3 号科研办公楼 6 层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80225592U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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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2,279,635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6.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通市工农路 486 号 

注册资本 12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剑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771508291H 

经营范围 

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国有资产的经营、资产

管理、企业管理、资本经营、投资及融资咨询服务；土地、房屋、设

备的租赁；船舶、海洋工程配套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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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3,799,392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7. 南通苏通集成电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南通苏通集成电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江苏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 1088 号 1 号楼 5 楼 1529-166 室

（CZ）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通紫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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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91MA21BAGQ3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7,598,784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8.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A12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580528329K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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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759,878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9. 牛晓涛 

姓名 牛晓涛 

公民身份号码 612501197509****** 

住址 西安市莲湖区 

认购数量 1,139,817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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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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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 1,519,756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11.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宝山区淞兴西路 234 号 3F-612 

法定代表人 谢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586822318P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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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1,139,817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12. 杨岳智 

姓名 杨岳智 

公民身份号码 440527196712******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认购数量 1,519,756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13.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 88、76 号 B 幢 1 层 301 室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葛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563886669Y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 

认购数量 759,878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14. 中信资本（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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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信资本（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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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海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9330642M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

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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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 1,519,756 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中信资本（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信资本中国价值成长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信资本中国价值回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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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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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上海神马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270,000,000 67.49 270,000,000 

陈小琴 90,000,000 22.50 90,000,000 

陈晖 258,600 0.06 - 

柳美程 195,600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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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冠鹏 181,800 0.05 - 

薛永行 157,200 0.04 - 

薛金梅 155,900 0.04 - 

曹叔航 127,800 0.03 - 

黄林娟 125,500 0.03 - 

赵记斌 123,100 0.03 - 

合计 361,325,500 90.32 3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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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上海神马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270,000,000 62.46 270,000,000 

陈小琴 90,000,000 20.82 90,000,000 

南通苏通集成电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98,784 1.76 7,598,784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99,392 0.88 3,799,392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天辰景丞价值精选 2 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279,635 0.53 2,279,635 

国网英大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龙岩鑫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79,635 0.53 2,279,635 

杨岳智 1,519,756 0.35 1,519,75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19,756 0.35 1,519,756 

牛晓涛 1,150,917 0.27 1,150,917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铂绅

二十九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139,817 0.26 1,139,817 

合计 381,287,692 88.21 381,287,69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 32,218,837 股计算，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上海神马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马斌、陈小琴。因此，本

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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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新增 32,218,837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

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60,000,000 89.99% 392,218,837 90.7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0,044,490 10.01% 40,044,490 9.26% 

三、股份总额 400,044,490 100.00% 432,263,327 100.00% 

（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公司股东结构亦将根据发行情况发生

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神马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马斌、陈小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32,218,837股计算，公司

控股股东仍为上海神马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马斌、陈小琴。因此，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变电设备外绝缘部件

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配网复合横担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并达产后，将有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拓宽核心

产品类型和营销渠道，有助于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

的行业地位，提高盈利水平，有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的研发、生

产和服务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业务收入结构亦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 

（四）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结构发生变动。 

（五）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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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与资产净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水平有

所降低，营运资金压力将得到进一步缓解，财务结构更趋合理，偿债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得到加强，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的发

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和

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促使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

人员进一步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认识、学习与理解，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

要求，规范公司运作，进一步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保持公司在其人员、

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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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上海神马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仍为马斌、陈小琴；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

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

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

行产生同业竞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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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联系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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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顾培培、王哲 

项目协办人： 苏起湘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炯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1、12 楼 

联系电话： 0755-88265288 

传真： 0755-88265537 

经办律师： 麻云燕、彭文文、麦琪 

（三）审计机构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李丹 

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 号领展企业广场 2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联系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经办会计师： 马燕、禹文婷 

（四）验资机构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李丹 

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 号领展企业广场 2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联系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经办会计师： 马燕、禹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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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一）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神马电力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神马电力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三）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神马电力2020年度

非公开发行普通股验资报告； 

（四）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