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2021-053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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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97,134,531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20.59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 97,134,531股，公

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办理，

并于 2021年 8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凯盛集团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其余获配

投资者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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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0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 1 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 3 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年 2 月 22日，中国建材集团出具《关于洛阳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国建材发资本〔2021〕

37 号），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2021年 6 月 15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 

2021年 6 月 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洛

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04

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面值：人民币 1元 

2、发行数量：97,134,531 股 

3、发行价格：人民币 20.59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999,999,993.29 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 16,346,353.28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983,653,640.01 元 

7、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四）募集资金到账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4 日， 13 名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

1,999,999,993.29 元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为本

次发行设立的专用账户。根据大信 2021 年 8 月 5 日出具的《验资报

告》（大信验字[2021]第 2-00043 号），上述 13 名发行对象缴纳认购

款项已经到位，共计 1,999,999,993.29 元。 

2021 年 8 月 5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承销费后的上

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中。2021 年 8 月 6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 2-00042 号），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

经到账。根据验资报告，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7,134,531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59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3.29 元；截至 2021 年 8 月 5日止，公

司已收到中信证券转付扣除承销费用的募集资金 1,983,999,993.34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费用合计人民币 16,346,353.28 元（不含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983,653,640.01 元。其中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97,134,531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886,519,109.01

元。 

本次发行新增的 97,134,531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1年 8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并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保荐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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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信证券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

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发行对象选择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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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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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

监会提交之发行方案中的相关安排。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批准，该等授权与批准合法、

有效。 

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申购报价文件、发行人与发

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询价、申购和配售程序、发行

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及人数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本

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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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 元 / 股 ， 发 行 股 数 97,134,531 股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1,999,999,993.29 元。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

基金（有限合伙） 
38,853,812 799,999,989.08 6 

2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229,724 272,400,017.16 36 

3 
科改策源（重庆）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85,089 149,999,982.51 6 

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313,744 129,999,988.96 6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30,937 117,999,992.83 6 

6 
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4,856,726 99,999,988.34 6 

7 UBS AG 4,759,592 97,999,999.28 6 

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投连-个险投连 
2,914,035 59,999,980.65 6 

9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 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2,914,035 59,999,980.65 6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14,035 59,999,980.65 6 

11 

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宏阳专项基金

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14,035 59,999,980.65 6 

12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铂绅二十七号证券投资私募基

金 

2,914,035 59,999,980.65 6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34,732 31,600,131.88 6 

 合计 97,134,531 1,999,999,993.29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

湖商务中心 290301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创投红土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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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证券业

务投资、股权投资、创业股权投资 

注册资本：2,750,000 万元 

认购数量：38,853,812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2、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彭寿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

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招

标代理业务；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

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安装；太阳

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生产、组

装、销售及安装。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玻

璃产品的深加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计

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力、

化工、冶金、市政工程的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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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2,512.9793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13,229,724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3、科改策源（重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兴胜路 56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改科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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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7,285,089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4、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 3 号鑫苑鑫中心历城金融大厦 5

楼 51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瑞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

https://www.qcc.com/firm/014a861eb5734f95db516a8d5582c1f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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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90,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6,313,744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5、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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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13,725.8757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5,730,937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6、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天元中部

自贸港 11 号写字楼 10 层的 1001、1002 

执行事务合伙人：洛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pl/p300864814214b1a75c563ad936e4972.html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业务） 

注册资本：301,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4,856,726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7、UBS AG 

企业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1, 4051 Basel, 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房东明 

注册资本：385,840,847 瑞士法郎 

编号：QF2003EUS001 

认购数量：4,759,592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8、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29-31

楼 

法定代表人：万放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

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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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合计 5,828,070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9、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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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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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890,794.7954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2,914,035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10、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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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区 C0133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盼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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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pl/pr0039a2bcb718aa4bba71da81267058.html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2,914,035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11、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宝山区淞兴西路 234 号 3F-612 

执行事务合伙人：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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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2,914,035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1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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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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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数量：1,534,732 股 

限售期限：6 个月 

https://www.qcc.com/pl/pd3c64bea61745ba358e2ad7c03bd9dc.html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48,978,699 45.39 无限售条件 

2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11,195,912 20.27 

无限售条件、有

限售条件 

3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70,290,049 12.81 

无限售条件、有

限售条件 

4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170,699 1.12 有限售条件 

5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3,477,327 0.63 有限售条件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57,261 0.45 无限售条件 

7 

平安资管－平安银行－平安

资产如意 41 号资产管理产

品 

1,674,200 0.31 无限售条件 

8 
宜兴环保科技创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542,674 0.28 无限售条件 

9 王爱军 1,530,400 0.28 无限售条件 

10 王贺军 1,513,400 0.28 无限售条件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18 日（股权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49,018,699 38.57 无限售条件 

2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11,195,912 17.22 

无限售条件、有

限售条件 

3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70,290,049 10.89 

无限售条件、有

限售条件 

4 
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

料基金（有限合伙） 
38,853,812 6.02 有限售条件 

5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400,423 3.00 有限售条件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86,271 1.19 无限售条件 

7 
科改策源（重庆）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85,089 1.13 有限售条件 

8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313,744 0.98 有限售条件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30,937 0.89 有限售条件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94,100 0.79 无限售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合计控制的股份比例由 34.91%下降至 31.71%。 

（三）本次发行后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洛玻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中国建材集团。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完成股份登记）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17,502,115 3.19 97,134,531 114,636,646 17.75 

其中：A 股 17,502,115 3.19 97,134,531 114,636,646 17.75 

      H 股 0 0 0 0 0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531,038,317 96.81 0 531,038,317 82.25 

其中：A 股 281,038,317 51.23 0 281,038,317 43.53 

      H 股 250,000,000 45.58 0 250,000,000 38.72 

三、股份总数 548,540,432 100.00 97,134,531 645,674,96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97,134,531 股限售流通股，

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洛玻集团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

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方向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

太阳能装备用光伏电池封装材料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公司

的既有战略规划，有助于公司把握市场机遇，提升行业地位，最终实

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

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

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



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本次募

投项目是公司现有光伏玻璃业务的产能扩张，预计在项目建设阶段和

投产经营阶段均将新增关联交易，将继续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定价，

并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该等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凌陶、葛伟杰 

项目协办人： 张翼 

项目组成员： 张藤一、刘柏江、李欣怡、张潇寒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 010-60837689 

传真： 010-60833955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颜羽 

经办律师： 任保华、黄宇聪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室 

电话： 010-66493362 

传真： 010-66412855 

（三）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咏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乔冠芳、汪海洲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31 号知音广场 16 楼 

电话： 027-82848161 

传真： 027-82816985 

（四）验资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咏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乔冠芳、汪海洲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31 号知音广场 16 楼 

电话： 027-82848161 

传真： 027-82816985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