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蓝星化工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安迪苏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4 月 8 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蓝星化

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5]175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蓝星化

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蓝星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等相关议案。 

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取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

书》（发改办外资备[2015]209 号），同意对公司收购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

公司项目予以备案。 

2015 年 7 月 2 日，公司取得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

资证第 N1000201500324 号），本次交易取得商务部对境外投资事项变更的备案

（备案号：商合投资[2015]N00321 号）。 



 

2015 年 7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蓝星化工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70 号），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3,932,85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2015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向葛卫东、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西铁

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张绍波、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建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 9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 51,851,851股A

股普通股。 

2015 年 10 月 28 日，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该部分股权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证监许可[2015]1770 号批准，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中国蓝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股本数量由 522,707,560

股变为 2,681,901,273 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的股份总数未再发生变

化。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发行对象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发行对象就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做出如下承诺：

葛卫东、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张

绍波、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 家符合特定条

件的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限售期均为 12 个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 9 家特定投资者对其持有的限售股均严格履

行上述限售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亦无上市特别承诺。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1,851,8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发行对象共计 9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产品账户名

称 

所持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解除限售股

份占总股份

比例 

1 葛卫东 - 5,185,185  5,185,185  0.193% 

2 
平安大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

行-平安大华金达稳盈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5,185,185  5,185,185  0.193% 

3 

广西铁路发展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 5,185,185  5,185,185  0.193% 

4 张绍波 - 5,185,185  5,185,185  0.193% 

5 
中国电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 5,185,185  5,185,185  0.193% 

6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外

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155,555  

 

6,155,555   0.230%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侯

庆鑫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

春定增添利 2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

春定增489号资产管理

计划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

春定增添利 1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浦发银行-浦

金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

划 

7 
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

行-泰达宏利价值成长

定向增发300号资产管

理计划 

9,629,629  9,629,629  0.360% 

8 国机资本控股有 - 5,185,185  5,185,185  0.193%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产品账户名

称 

所持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解除限售股

份占总股份

比例 

限公司 

9 
建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建

信富达投资1号特定多

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955,557  4,955,557  0.185% 

合计 - 51,851,851 51,851,851 1.933%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107,341,862  2,107,341,862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1,481,481 -41,481,481 0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0,370,370 -10,370,370 0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159,193,713 -51,851,851 2,107,341,862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522,707,560 51,851,851 574,559,411 

B 股    

H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22,707,560 51,851,851 574,559,411 

股份总额  2,681,901,273 0 2,681,901,273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2、安迪苏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

套资金时做出的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安迪苏关于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陈琦张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暴凯尹航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