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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67,513,362 股 

发行价格：14.96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009,999,895.52 元 

募集资金净额：1,000,407,902.77 元 

二、各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三亚高福投资有限公司 4,679,144 69,999,994.24 6 

2 河北京安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3 德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427,807 155,999,992.72 6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84,491 99,999,985.36 6 

5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 3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4,344,919 64,999,988.24 6 

6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7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8 洪仲海 4,010,695 59,999,997.20 6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026,737 149,999,985.52 6 

10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84,491 99,999,985.36 6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12 
三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

和创赢战略投资 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8,449 9,999,997.04 6 

1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

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8,449 9,999,997.04 6 

14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8,449 9,999,997.04 6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38,502 28,999,989.92 6 

16 田新铭 668,449 9,999,997.04 6 

合计 67,513,362 1,009,999,89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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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67,513,362 股，将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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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深桑达 指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发行并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 20亿元 

A股 指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以人民币认购及交易的深圳

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电子 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审计机构/验

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发行见证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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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 指 指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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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SHENZHEN SED INDUSTRY 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深桑达 A 

股票代码 000032 

上市时间 1993 年 10 月 28日 

发行前注册资本 1,071,231,478元 

法定代表人 陈士刚 

董事会秘书 钟彦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5-17 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5-17 楼 

邮政编码 518057 

电子信箱 sed@sedind.com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通信设备、交通通讯设备（生产场地营业执照另行办理）、

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自动化设备、机械、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电子检测设

备、税控设备、税控收款机（不含限制项目）、半导体照明产品；电子信

息系统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变配电工程的规划、

设计、安装、调试、集成及技术咨询服务；智能交通设备及产品、通信设

备及产品、安防监控系统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制造、调试、销售；软件

及网络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监控系统项目的设计、

开发、咨询；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进

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523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物业管理

及自有物业租赁；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仓储服务、国内外货

物运输及代理服务（需许可经营项目另行办理申请）。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本次发行涉及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的相关议案，2021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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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延长上述决议有效期。 

2、本次发行涉及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020 年 8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的相关议案，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延长上述决议有效期。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1、国资委核准情况 

2020年7月20日，中国电子完成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备案。 

2020年8月20日，国资委出具《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和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0]459号），原则同意本次方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2021年2月26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21年第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

交易事项获有条件通过。 

2021年3月2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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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8号），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2021 年 10 月 18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

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G11888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止，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收到深桑达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1,009,999,895.52 元。 

2021 年 10 月 19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

费（含税）10,099,998.95 元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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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10 月 27 日出具的信会师

报字[2021]第 ZG11887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止，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7,513,362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4.9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9,999,895.5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9,591,992.75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00,407,902.77 元。其

中新增股本为人民币 67,513,362.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932,894,540.77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公司

将依据《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

以及《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

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新增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1 年 11 月 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67,513,362股，全部采

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

准文件的要求。 

（三）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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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采取询价方式，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期首日（2021年9月30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

股股票交易均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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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即不低

于14.96元/股。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

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14.96元/股。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情况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1,009,999,895.52元，扣除发行费用9,591,992.75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00,407,902.77元。 

发行费用的明细如下： 

序号 费用项目 不含增值税金额（元） 

1 承销费用 9,528,300.90 

2 发行登记费 63,691.85 

合计 9,591,992.75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将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六）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1、《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2021年9月29日，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独立财务顾问（主承

销商）以电子邮件或快递的方式向100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深圳市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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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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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上述

100名投资者中包括：截至2021年9月22日收市后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不包含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共11名）；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3家，证券公司13家，保险机构6家，以及其他已向发行

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47家。 

本次发行自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方案文件（2021年9月29日）至申购日

（2021年10月11日）9:00期间，有1名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向上述1名投资者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 

2021年10月11日9:00-12:00，首轮申购簿记结束后，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确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向投资者发送《深

圳市桑达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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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追加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请书》”）。

《追加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为首轮发送《认购邀请书》的101名投资者和5

名新增投资者。追加认购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12日下午17:00。上述过程均

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 

经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核查，《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

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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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1年10月11日上午9:00-12:00，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11名认购对象提交的《深圳市桑达实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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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配套资金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 

经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与发行见证律师核查，参加本次发行的11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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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对象均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提交了相关申购文件，除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

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报价为有效报价。 

上述11名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

效报价 

1 三亚高福投资有限公司 
14.97 7,000 

是 
14.96 7,000 

2 河北京安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97 6,000 

是 
14.96 6,000 

3 德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96 15,600 是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96 10,000 是 

5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 3 号证券投资私募

基金 
14.96 6,500 是 

6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5.00 6,000 

是 14.98 6,000 

14.96 6,000 

7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07 6,000 是 

8 洪仲海 15.00 6,000 是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00 6,000 

是 
15.02 9,000 

10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0 10,000 是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96 6,000 是 

发行人和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

则，对以上申购进行簿记建档，按照其认购价格、认购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以 14.96 元/股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根据首轮认购结果，

本次认购有效认购资金总额未达到 200,000.00 万元、有效认购股数未达到

123,965,898 股且获配对象少于 35 名，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决定以 14.96

元/股的价格进行追加认购。 

3、追加认购情况 

在追加认购程序截止前，在发行见证律师的全程见证下，簿记中心共收到 6

份《深圳市桑达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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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追加申购报价单》，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

送相关申购文件。其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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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首轮获配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金，其余投资者均按《追

加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报价为有效报价。 

上述 6 名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

效报价 

1 
三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和创赢战略投资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96 1,000 是 

2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 4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4.96 1,000 是 

3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 9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4.96 1,000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96 29,000 是 

5 田新铭 14.96 1,000 是 

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96 6,000 是 

4、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首轮申购、追加认购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及《追加

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4.96元 /股，发行数量为 67,513,362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9,999,895.52元。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共计16名，发行对象均在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发送《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的特定对象投资者名单之

内，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三亚高福投资有限公司 4,679,144 69,999,994.24 6 

2 河北京安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3 德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427,807 155,999,992.72 6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84,491 99,999,985.36 6 

5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 3号证券投资私

募基金 
4,344,919 64,999,988.24 6 

6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7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8 洪仲海 4,010,695 59,999,997.20 6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026,737 149,999,985.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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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84,491 99,999,985.36 6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10,695 59,999,997.20 6 

12 
三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和创赢战略投

资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8,449 9,999,997.04 6 

1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 4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8,449 9,999,997.04 6 

14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 9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68,449 9,999,997.04 6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38,502 28,999,989.92 6 

16 田新铭 668,449 9,999,997.04 6 

合计 67,513,362 1,009,999,895.52  

经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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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邀请书》《追加申购报价单》构成认

购股份的协议性文件，内容和形式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

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询价及配售程序、方式及结果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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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七）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及合规性核查 

1、发行对象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

度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

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 三亚高福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5 是 

2 河北京安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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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3 德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5 是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B 是 

5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 3 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 
专业投资者 A 是 

6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5 是 

7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B 是 

8 洪仲海 普通投资者 C5 是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10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 A 是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12 
三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和创赢

战略投资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A 是 

1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

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A 是 

14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 9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A 是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16 田新铭 普通投资者 C5 是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经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本次发行的

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

关联方。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

安排。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

联方的情形。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根据询价申购结果，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对本次发行

的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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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情

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三亚高福投资有限公司、河北京安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黄

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

基金，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

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 

洪仲海和田新铭为自然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

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备案程序。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其参与认购的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3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三和创赢资产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和创赢战略投资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宁波宁聚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宁聚开阳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经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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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

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 

4、发行对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说明 

经核查，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前述主体关联方的情

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接受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

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

资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

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三亚高福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三亚高福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南新农场十一队三亚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及凤凰

华庭项目一期 3#楼 B单元 203房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刘国栋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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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资产评估；破产清算服务；保

险公估业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酒店管理；

餐饮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品牌管理；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植物园管理服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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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名胜风景区管理；游览景区管理（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限售期 6 个月 

（二）河北京安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河北京安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京安大道 88号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魏永 

注册资本 13,710 万元 

经营范围 

沼气、生物质能发电；生物质燃料供热；生物质燃气生产与供应；燃

气经营；肥料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土壤调节剂、环保

设备、氢能源（氢燃料）、生物质制氢专用设备生产与销售；燃气器

具、燃气管道、仪器仪表销售、维修、租赁；金属制品、橡胶制品、

阀门、PE 管材、建材销售；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及

相关业务培训；农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农业灌

溉机械、系统设计、安装、技术咨询及相关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咨询服务；节能量测量与验证；节能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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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三）德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德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公园东路（长瑞锦城售楼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泽辉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对旅游业、农业、房地产业、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计算机工程、

文化传播、能源科技、进出口贸易、融资性担保行业的投资；投资咨

询服务（证券、期货类除外）；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需经审批的除外）；物业服务（凭资质证经营）；食品生产、

加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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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四）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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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111 号 201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陈志刚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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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五）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3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公司名称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

1-1-1108-1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明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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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六）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翔 

注册资本 437,5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交流、服务，商务信息、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件评审。 

限售期 6 个月 

（七）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北街 1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谷宝国 

注册资本 116,513.8656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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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产权经纪业务；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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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八）洪仲海 

姓名 洪仲海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 

限售期 6 个月 

（九）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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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资本 482,725.68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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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做市业务；十九、经金

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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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限售期 6 个月 

（十）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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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富华社区宝运达物流中心研发综合楼 2C03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前海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桂松蕾）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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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

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

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限售期 6 个月 

（十一）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层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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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十二）三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和创赢战略投资1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 三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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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聂金雄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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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十三）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4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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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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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表：唐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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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十四）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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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葛鹏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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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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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十五）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室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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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6 个月 

（十六）田新铭 

姓名 田新铭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 

限售期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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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财务顾问主办人：齐雪麟、江昊礼 

财务顾问协办人：苏宏、陈贺 

办公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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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22627723 

传真：0755-22627723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王玲 

经办律师：龚牧龙、张莹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 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

层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杨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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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会计师：许培梅、顾欣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7 号楼中海国际中心 A 座 19 层 

电话：010-56730088 

传真：010-56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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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2,650,154 18.92%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241,427 18.60% 

3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81,863,640 7.64% 

4 陈士刚 48,595,470 4.54% 

5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8,595,470 4.54% 

6 
中电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电海河智慧新

兴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595,470 4.54% 

7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38,391,238 3.58% 

8 横琴宏图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581,603 3.32% 

9 横琴宏德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581,603 3.32% 

10 横琴宏达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697,758 2.87% 

合计   

截至2021年10月27日，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国电子、中电金投、陈士刚、工银

投资、中电海河基金、宏图嘉业、宏德嘉业和宏达嘉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为有限售

条件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202,650,154 17.80%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199,241,427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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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81,863,640 7.19% 

4 陈士刚 48,595,470 4.27% 

5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8,595,470 4.27% 

6 

中电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电海河智慧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595,470 4.27% 

7 德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987,364 3.42% 

8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38,391,238 3.37% 

9 
横琴宏图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5,581,603 3.12% 

10 
横琴宏德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5,581,603 3.12% 

合计 合计 778,083,439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新股67,513,362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中国电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59,807,369.00 61.59 727,320,731.00 63.8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11,424,109.00 38.41 411,424,109.00 36.13 

三、股份总数 1,071,231,478.00 100.00 1,138,744,840.00 1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

账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

得到改善，财务风险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取得中国电子等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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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96.7186%股权，对中国电子数字城市板块进行重组整合，打造数字城市生态

产业体系，同时新增高科技工程板块和供热板块，业务规模大幅提升。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有助于优化研发及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成为中国领先的数字城市业务运营服务商；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将有利于

降低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提高抗风险能力，提升盈利能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

度。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

此而发生改变。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为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新的关

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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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认为：深桑达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

备的发行方案要求，发行数量等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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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8号）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认为：深桑达本次非公开发行

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

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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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直接

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深桑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自有资金或证监会认可的资金参与本次认购。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的认购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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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其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

形，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

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

等相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

意见 

本次发行的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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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桑达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可以依法实施；本次发行的相关《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股份

认购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桑达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深桑达尚待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

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向深交所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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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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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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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顾问主办人：    

 
齐雪麟 

 
江昊礼 

 
 

 
 

法 定 代 表 人 ： 
 

 
 

 
何之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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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深圳市桑达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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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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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无异议，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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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龚牧龙                         张莹           

 

 

单位负责人：                 

          王玲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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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及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桑达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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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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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的

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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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会计师：                                     

                许培梅                顾欣             

           

 

               

负责人：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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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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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号）； 

2、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3、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

面确认文件； 

6、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7、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 

1、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5-17 楼 

电话：0755-86316073 

传真：0755-86316006 

2、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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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22627723 

传真：0755-2262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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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四、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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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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