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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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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313,650,000 股，将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远致投资
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4
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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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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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国资委

指

农产品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名为深圳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局
远致投资

指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海吉星

指

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广西海吉星

指

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天津翰吉斯项目

指

广西海吉星项目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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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指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审国际、发行人会计师

指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东晟典、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最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及 2012 年 1-9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天津翰吉斯国际农产
品物流园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
际物流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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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1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关
于与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鉴于拟投入项
目的立项、环评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补充预案及其它相
关事项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1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补充细化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补充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
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1 年 9 月 13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的《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批复》
（深
国资委[2011]46 号），原则同意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1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
与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5

农产品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2012 年 1 月 19 日，因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推进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
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与深
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2 年 2 月 6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的《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批复》
（深
国资委［2012］12 号），原则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
2012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
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与深
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并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2012]1026 号）。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171,252.90 万元已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存入保荐人暨主承
销商国海证券指定账户，国海证券已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就本次发行事宜，2013 年 1 月 17 日，中审国际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2013]01020002”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截至 2013 年 1 月 16 日止，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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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712,529,000.00 元（大写：人民币
壹拾柒亿壹仟贰佰伍拾贰万玖仟元整），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1,857,660.06 元（大写：人民币肆仟壹佰捌拾伍万柒仟陆佰陆拾元零陆分），贵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70,671,339.94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陆亿柒
仟零陆拾柒万壹仟叁佰叁拾玖元玖角肆分），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13,65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亿壹仟叁佰陆拾伍万元整），计入“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357,021,339.94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叁亿伍仟柒佰零
贰万壹仟叁佰叁拾玖元玖角肆分）”。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股，本次发行A股共计31,365万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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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9.93元/股。后因实施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5.46元/股，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根据竞价结果确定。
公司和国海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
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5.46元/股。
（三）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71,252.9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
费、律师费、验资机构审验费、股份登记费等）4,185.77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67,067.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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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
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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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等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公司和保荐机
构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根据“价格优先”的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
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为 5.46 元/股，并将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确定为以下 7 名特定对象：
序号
1

名称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获配股数

获配价格

获配金额

锁定期限

（万股）

(元/股)

（万元）

（月）

6,749.75

5.46

36,853.635

36

2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637.25

5.46

8,939.385

36

3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494.50

5.46

29,999.97

12

4

深圳市诚德投资有限公司

5,494.50

5.46

29,999.97

12

5

深圳市铖兴泰投资有限公司

5,494.50

5.46

29,999.97

12

6

深圳光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494.50

5.46

29,999.97

12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5.46

5,460.00

12

合计

31,365.00

5.46

171,252.9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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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国资委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系深圳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其主要职能为根据深圳市政府授权，依照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维护国
有资产出资人权益。深圳市国资委已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管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为 K3172806-7，机构类型为机关法人，现任负责
人为张晓莉。
2、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6 楼 C1
注册资本：45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志升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对投资及其相关的资产提
供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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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32 层
注册资本：943,566.3581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峻
经营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
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
长期健康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4、深圳市诚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与中航路交汇处新亚洲太古商城 5A12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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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投资实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5、深圳市铖兴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与中航路交汇处新亚洲太古商城五层 539
房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庆龙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装饰工程，园林绿化（以上需取得资质证书后方
可经营）；清洁服务；文化活动策划。
6、深圳光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光明街道光明高尔夫会所 1－107 室
注册资本：288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武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
书经营）；酒店管理（不含具体经营酒店），物业管理，物业租赁，房地产经纪。
（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项目及禁止项目）
7、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注册资本：23,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经营范围：（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除深圳市国资委、远致投资外，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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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
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联系地址

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国海大厦

联系电话

0755-83716915

传真

0755-83711505

保荐代表人

吴环宇、覃涛

项目协办人

陈振华

项目经办人

滕强、黄李、张赛君、康亚、向筱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丁新朝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圣廷苑酒店 B 座 18-19 楼

联系电话

0755-83663333

传真

0755-82075163

经办律师

周游、徐向红、周凤玲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建中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 08 层

联系电话

0755-82520543

传真

0755-82521870

经办会计师

李巧仪、周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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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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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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股）

例(%)

股东性质

318,148,457

23.00

国家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72,231,253

5.22

国有法人

3

深圳华强鼎信投资有限公司

37,944,000

2.74

境内非国有法人

4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4,042,308

2.46

境内非国有法人

5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0,600,000

2.21

国有法人

21,858,876

1.58

境内非国有法人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6

分红-018L-FH002 深

7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20,183,306

1.46

国有法人

8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3,306

1.46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2,559

1.45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19,984

1.29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3,014,049

42.8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企
9

10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08,877,166

24.09

国家

2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88,603,753

5.22

国有法人

3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H

84,340,937

4.97

境内非国有法人

4

深圳市诚德投资有限公司

54,945,000

3.24

境内非国有法人

5

深圳市铖兴泰投资有限公司

54,945,000

3.24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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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6

深圳光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4,945,000

3.24

境内非国有法人

7

深圳华强鼎信投资有限公司

37,944,000

2.24

境内非国有法人

8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7,540,000

1.62

国有法人

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 深

21,435,770

1.26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20,183,306

1.19

国有法人

11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3,306

1.19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3,943,238

51.50

合计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国资委直接持股比例为 23%，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直接持股比例上升到 24.09%，仍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资委直接和通过远
致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为 28.22%，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
后，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上升到 29.31%，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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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类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523,700

0.98%

327,173,700

19.27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9,790,431

99.02%

1,369,790,431

80.720%

三、股份总额

1,383,314,131

100.00%

1,696,964,131

100.00%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67,067.13 万元，公司总资产
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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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以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2012 年 9 月 30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和 2011 年度、2012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本次发
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每股净资产（元/股）

每股收益（元/股）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12 年 9 月 30 日

2.36

2.9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32

2.88

2012 年 1-9 月

0.08

0.07

2011 年度

0.15

0.12

注：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总股本 1,383,314,131 股计算；发行后每
股净资产分别按照相应会计期末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相应会计期间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一致，是公司贯彻实施农
产品批发市场“网络化”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农产品
批发市场“网络化”布局将更加完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实现并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人员、机构、财务、业务
的独立，公司仍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并具有面向市
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仍然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若公司发生
高管人员的正常变动，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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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发行完成后，也不
会导致出现新的同业竞争关系。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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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
公司 2009 年财务报告已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与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合并后为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
出具“深南财审报字（2010）第 CA098 号” 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 2010 年、2011 年财务报告已经中审国际审计并出具“中审国际审字
[2011]01020066”、“中审国际审字[2012]01020080”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摘自公司未经审计的 2012 年三季度报告。
本文中引用的财务数据，未经特别说明，均为按新会计准则口径编制并且按
照合并报表口径填列或计算。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营业收入

123,911.33

179,568.09

137,082.04

124,595.49

利润总额

20,952.73

34,340.54

33,638.88

20,76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46.69

20,681.92

27,694.80

9,715.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32

-27,286.61

66,327.91

51,651.29

项目
总资产

2012.09.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1,054,483.28

946,894.19

911,275.90

701,10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25,811.70

321,590.36

307,873.53

290,805.04

股本（万股）

138,331.41

76,850.79

76,850.79

76,850.79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0.2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0.20

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2

0.01

-0.0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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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
股收益（元/股）

0.02

0.01

-0.02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6.53%

9.27%

3.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0.54%

-0.87%

-0.4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0041

-0.20

0.48

0.37

项目

2012.0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011.12.31
2.36

2010.12.31

2.32

2009.12.31

2.23

2.10

注：上述各年度的每股指标均按照 2012 年 9 月 30 日股本数 1,383,314,131 股计算。

（三）非经常性损益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非股权）

5,116.34

8,324.83

-165.65

1,601.66

转让股权损益

1,288.00

8,352.25

36,483.75

15,336.35

-

2,948.18

-

-

5,245.48

9,899.35

3,784.43

4,764.07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损益

486.00

-

-1,219.00

-6,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02.94

-413.30

-851.03

548.76

所得税影响数

-3,116.78

-7,361.73

-6,729.45

-3,039.73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1,319.14

-2,793.00

-1,004.42

-1,809.81

8,202.83

18,956.57

30,298.62

10,901.30

11,146.69

20,681.92

27,694.80

9,715.01

73.59%

91.66%

109.40%

112.21%

专项减值准备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深
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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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
入额

向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
1

司增加投资，用于天津翰吉斯国

224,198 万元

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

不超过
160,000 万元

向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有
2

限公司增加投资，用于广西海吉

116,785 万元

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
3

4

偿还银行贷款

50,000 万元
合计

390,983 万元

不超过
40,000 万元
不超过

审批/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津发改许可

静环保许可书

[2011]219 号

[2011]0088 号

江发改登字

南环建字

[2009]28 号

[2009]58 号

-

-

-

-

50,000 万元
不超过
250,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和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
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
间，安排具体还款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
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
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置换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日后所投入的自筹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深
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
用。发行人将在增资完成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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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
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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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公司律师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办法》、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与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发行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书内容与形式均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发行结果公开、公平、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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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2011年11月8日
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
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保荐协议其它主要条款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深
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三、上市推荐意见
国海证券认为：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海证券愿意保荐
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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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3 年 1 月 24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3 年 1 月 24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远致投资
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4
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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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保荐机构出具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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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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