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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行/公司/申请人/齐鲁银

行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本次发行、本次定向发行、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指 

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不超过1,282,000,000股股票

的行为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章程、公司章程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资本管理办法》 指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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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

规定的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

规定的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

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

比率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人行、央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河南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河北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开封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封监管分局 

洛阳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三门峡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门峡监管分局 

商丘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焦作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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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邯郸监管分局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澳洲联邦银行 指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公司股东 

济源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登封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兰考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伊川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渑池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永城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温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辛集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永年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磁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涉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魏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成安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栾城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济源村镇银行等15家村镇银

行 
指 

济源村镇银行、登封村镇银行、兰考村镇银行、伊川村

镇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温县村镇银行、

辛集村镇银行、永年村镇银行、磁县村镇银行、邯郸县

村镇银行、涉县村镇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成安村镇银

行、栾城村镇银行的统称 

杭州银行 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华明会计师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6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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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特别说明外，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主要数据以合并口径披露；本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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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齐鲁银行于 2017年 7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17年 8

月 15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2017 年 9 月 5 日，山东

银监局作出《山东银监局关于同意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方案的批

复》（鲁银监准〔2017〕283号），同意齐鲁银行非公开定向发行不超过 128,200

万股普通股，每股发行价格 3.90元；2017年 10月 24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

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00号），

核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宜；2017年 11月 1日，山东银监局作出《山东银监局

关于齐鲁银行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鲁银监准〔2017〕355号），对齐鲁银行

本次发行中涉及的持股 5%以上的发行对象的股东资格进行了核准；2017 年 11

月 22 日，齐鲁银行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上披露《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提示发行对象及时缴纳认购资金或

办理非现金资产的权属变更；2017 年 11 月 29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7〕4-7号），对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缴款与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予以验证。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282,000,000 股，其中 1,113,025,642 股为现金认

购，募集资金不超过 4,340,800,003.80 元；另外 168,974,358 股为非现金资产

认购，非现金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59,000,000.00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3.90元/股。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

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资产评估结果、公司利润分配情况等多种因素确

定。 

（三）发行目的 

本次定向发行旨在提高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水平，满足监管部门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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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同时，澳

洲联邦银行以其持有的河南省、河北省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为对价认购公司本

次定向发行的股份，交易完成后澳洲联邦银行所持 15 家村镇银行的股权将转让

给公司，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助于公司更好地服务三农、支农支小、服务

县域；有助于深化公司与澳洲联邦银行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有利于贯彻落实人行和监管部门关于普惠金融、精准扶贫和三农金融

服务的工作部署，符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

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的会议精神要求。 

（四）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

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

认购的，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所发行股票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故公司在增

发新股时，原股东不享有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五）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 18 名机构投资者，具体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方

式等信息如下所示： 

类别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方式 

原 

股 

东 

1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8,000,000 现金 

2 澳洲联邦银行 168,974,358 股权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110,000 现金 

4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4,700,000 现金 

5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52,8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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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44,720,000 现金 

7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0 现金 

8 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9 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90,000 现金 

新 

增 

投 

资 

者 

10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54,795,642 现金 

11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 现金 

12 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51,280,000 现金 

13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5,810,000 现金 

14 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现金 

15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现金 

16 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20,000 现金 

17 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18 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合计 1,282,000,000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9月 3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100582212491X，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 10567号，经营范

围：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投资，土地整理、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

设施租赁，建设投资咨询，国内广告业务，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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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澳洲联邦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成立于 1911 年，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机构，澳大

利亚商业登记号码（ABN）为 48123123124，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美

国和亚太地区都设有分支机构。澳洲联邦银行的产品及服务包括零售业务、公司

业务、机构业务、基金管理、养老年金、保险和投资业务等。 

（3）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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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9 月 2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6122374N，注册地址：邹城市凫山南路 298号，经营范围：煤炭采选，

销售（其中出口应按国家现行规定由拥有煤炭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出口），矿

区自有铁路货物运输；公路货物运输；港口经营；矿山机械设备制造、销售、租

赁、维修、安装、撤除；其他矿用材料的生产、销售；销售、租赁电器设备及销

售相关配件；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建筑材料、木材、橡胶制品的销售；煤矿综

合科学技术服务；矿区内的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并提供餐饮、住宿等相关服

务；煤矸石系列建材产品的生产、销售；焦炭、铁矿石的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修理；劳务派遣；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

污水处理；供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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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4）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33068542958，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科技园大学路 4366

号，经营范围：企业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及期货信息

咨询）；股权投资及管理；投资项目管理活动；仓储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房屋出租；停车场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物流

服务；农业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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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业务） 

（5）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5 月 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1631481570，注册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21 号，经营范围：经

营资格证书范围内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按许可证核准的经营期限经营）；钢铁

冶炼及技术咨询服务；加工、制造、销售：钢材，水泥制品，水渣，锻造件，标

准件，铝合金，铸铁件，保温材料，耐火材料；花卉种植销售；进出口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房屋、设备租赁及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国内广告业务；电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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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不含特种设备）；建筑智能化工程（凭资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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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 4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2644250532，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世纪财富中心 AB座二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室内外装饰，物业管理（以上凭资质证经营）；

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营销策划（不含广告）；铝合金门窗安装；环境艺

术设计；批发、零售：建筑材料，五金，机械、电子设备，金属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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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5 月 2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614140905P，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奥路 777

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经营范围：公路运输。（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组织

本集团成员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各种载重汽车、特种汽车、军用汽车、客车、专

用车、改装车、发动机及机组、汽车零配件、专用底盘；集团成员生产所需的物

资供应及销售。机械加工；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润滑油销售；许可范围

内的进出口业务（限本集团的进出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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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 月 4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3057466P，注册地址：济南市泉城路 17 号，经营范围：酒店宾馆用

品、旅游文化用品（书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除外）、纺织品、金属材料、

电器设备的销售；钢材、塑料、纸浆进出口贸易；人员培训；房屋租赁、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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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2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750861619W，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3365 号奇盛数码二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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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楼一楼，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配件的销售；

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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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3 月 2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203115190U，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泰山大道东段 118号，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壹级（凭资质证执业）；物业管理（凭资质证执业）；房屋出租。（以

上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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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7465703925，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21 号，经营范

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其对投资项目进行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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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6月 24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0882740225002D，注册地址：济宁市兖州区建设西路（牛旺地质家

园西邻），经营范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经营；土地综合开发及利用；房

地产开发，房屋拆迁；餐饮，宾馆；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以上项目涉及

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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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1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16725714203U，注册地址：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宝新公路南侧，经营

范围：以自有资金对科技行业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经营管理咨询；技

术开发、转让、服务；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燃气储存设备、输送设备的销售及

安装服务；涉及上述审批的，以审批有效期为准（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

定的按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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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2307147285T，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办事处周靳郭

新苑配套商业房 3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以上项目凭资质

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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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祥泰实业有限公司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692001150Y，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7 号楼

6 层，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工程、装饰工程、环保工程的施工；

能源、旅游产品的开发；对外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不动产租赁；信息技术服务；

工程设计；设计、制作、发布广告；建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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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12月 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212682554835W，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苗岭路 52

号 901，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管理和经营，经济

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科技项目推广、转让、培训及咨询服务，

房屋、场地租赁，组织文化艺术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会议服务，物业服务，软件开发，电子系统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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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 

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 月 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27582638915，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777 号鲁商国奥城 3 号

楼 2202，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造纸原料，纸制品，印刷材料，建筑材料，

非专控农副产品；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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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5263572XN，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 17 号 1-1088A 室，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销售建材、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矿石；经济信息咨询；旅游信息咨询；建筑机械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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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1）发行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 

新增投资者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原股东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均由山

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系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此外，发行对象之间均无关联关系。 

（2）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9名为公司原股东；除前述股东关系外，现任董事会成员

中的非执行董事李全升、布若非（Michael Charles Blomfield）、赵青春分别

由公司股东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系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现任监事会成员中的股

东监事徐亮天、吴立春、王相林分别由公司股东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三庆置

业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其他 9名投资者为新增股东，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4、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的特殊说明 

本次定向发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澳洲联邦银行以其持有的河南省、河北省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为非现金资产认购所发行的股份，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其

主营业务的开展已取得主管部门的许可。标的资产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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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开

元评报字[2017]283 号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报告》，经交易双

方友好协商，确定该非现金认购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5,900.00 万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作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开

展审计工作时具备独立性，审计结果合理且公允；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标的资产相关评估报

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

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

估参数的选用合理，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估结论具

备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用于认购公司股票的标的资产经过了审计和评估程序，交易价格

以此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存在利益转移或输送。 

非现金资产的变更手续已分别取得河南银监局、河北银监局的批准，并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本次发行前，非现金认购的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1： 

（1）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加享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济源市济水大街东段 66号 

主要办公地点：济源市济水大街东段 66号 

                         

1
非现金资产的基本情况截止至股权权属变更完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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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1年 2月 22日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实收资本：12,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应经审批，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济源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9,600.00 9,6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2,400.00 2,400.00 20.00% 

合计 12,000.00 12,000.00 100.00% 

济源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济源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3H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1年2月18日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轵城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3S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3年8月30日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承留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3S241080001 河南银监局 2014年6月18日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克井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3S241010002 河南银监局 2015年8月4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济

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8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9,600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 月 24日，济源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2-1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枰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登封市嵩山路北段负一巷 1号 

主要办公地点：登封市嵩山路北段负一巷 1号 

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3日 

注册资本：7,000万元 

实收资本：7,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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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封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5,600.00 5,6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400.00 1,400.00 20.00% 

合计 7,000.00 7,000.00 100.00% 

登封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登封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9H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1年6月20日 

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卢店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9S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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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 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登

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30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5,600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 月 24日，登封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3）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兆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兰考县中原路北段西侧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兰考县中原路北段西侧 

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3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

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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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000.00 1,000.00 20.00%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1-2-17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兰考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兰考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30H341020001 

开封银监分

局 
2016年5月9日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城关镇支

行 

金融许可证 S0030S341020001 
开封银监分

局 
2014年7月24日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谷营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30S341020002 

开封银监分

局 
2015年4月29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兰

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7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000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 月 24日，兰考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4）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栓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文化北路东侧 132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文化北路东侧 132 号 

成立日期：2012年 4月 10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劵；代理收付款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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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伊川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800.00 4,8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200.00 1,200.00 20.00% 

合计 6,000.00 6,000.00 100.00% 

伊川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伊川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6H341030001 

洛阳银监分

局 
2012年4月9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伊

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2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800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 月 24日，伊川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5）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渑池县新华国际小区 2#-04、2#-05商铺 

主要办公地点：渑池县新华国际小区 2#-04、2#-05商铺 

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24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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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经

营范围中凡需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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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渑池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000.00 1,000.00 20.00%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渑池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渑池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8H341120001 

三门峡银监

分局 
2012年5月23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渑

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9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000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 月 27日，渑池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6）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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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河南省永城市欧亚路欧亚阳光花园南门 1#2#3#商铺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永城市欧亚路欧亚阳光花园南门 1#2#3#商铺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28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实收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事

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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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城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8,000.00 8,000.00 100.00% 

合计 8,000.00 8,000.00 100.00% 

永城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永城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66H341140001 

商丘银监分

局 
2015年7月2日 

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刘河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66S341140001 

商丘银监分

局 
2015年7月13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永

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6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8,000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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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 月 24日，永城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7）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斌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温县温泉镇黄河路与慈胜大街交汇处天赐华府东区 9号楼

A.B户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温县温泉镇黄河路与慈胜大街交汇处天赐华府东区 9

号楼 A.B户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28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实收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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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100.00% 

合计 4,000.00 4,000.00 100.00% 

温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温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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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01H341080001 

焦作银监分

局 
2013年6月28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温

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5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000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 月 24日，温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8）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建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辛集市安定大街 1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辛集市安定大街 1号 

成立日期：2013年 5月 20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辛集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5,000.00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辛集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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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4H213010001 河北银监局 2013年5月15日 

2017年 11 月 3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辛集）

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6号），同意齐鲁银

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 月 23日，辛集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9）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丽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迎宾大街滏阳金地小区 1-2门市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迎宾大街滏阳金地小区 1-2门市 

成立日期：2013年 5月 23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实收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 

永年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100.00% 

合计 4,000.00 4,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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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年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永年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6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7年7月4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永年）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6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 月 24日，永年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0）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霞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磁县友谊北大街路西 1幢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磁县友谊北大街路西 1幢 

成立日期：2013年 5月 23日 

注册资本：4,200万元 

实收资本：4,2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磁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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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200.00 4,200.00 100.00% 

合计 4,200.00 4,200.00 100.00% 

磁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磁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7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3年10月10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磁县）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1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 月 23日，磁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1）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春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东环南大街 178号、180号、182号商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东环南大街 178号、180 号、182号商铺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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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邯郸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6,000.00 6,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 6,000.00 100.00% 

邯郸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邯郸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9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滏东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49S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5年12月7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邯郸

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9号），同

意齐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

权。 

2017年 11 月 22日，邯郸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2）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保良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涉城镇龙山大街君子居小区商 2-04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涉城镇龙山大街君子居小区商 2-04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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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涉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6,000.00 6,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 6,000.00 100.00% 

涉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涉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51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涉县）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8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 月 27日，涉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3）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霞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魏县望远大街南段路西 5号地上多层商住楼一、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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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魏县望远大街南段路西 5号地上多层商住楼一、二层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共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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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5,000.00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魏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魏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52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魏县）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7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 月 24日，魏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4）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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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成安县政府街西段路南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成安县政府街西段路南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实收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成安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100.00% 

合计 4,000.00 4,000.00 100.00% 

成安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成安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50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2017年 11 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成安）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0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 月 23日，成安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5）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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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建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栾城县丰泽大街，宏达路北侧，汇华路南，宏远花园沿街

商业 B区一二层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栾城县丰泽大街，宏达路北侧，汇华路南，宏远花园

沿街商业 B区一二层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30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业务，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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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城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6,000.00 6,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 6,000.00 100.00% 

栾城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栾城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8H213010001 河北银监局 2017年5月9日 

2017年 11 月 3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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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5号），同意齐鲁银

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 月 27日，栾城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六）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本行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本行仍无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由于公司系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本次定向发行需获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

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00 号），核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宜，

本次发行尚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申请备案。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

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的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齐鲁银行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7年 8月 7日，前

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澳洲联邦银行 568,150,000 20.00% 94,400,000 

2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422,500,000 14.87% 0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46,210,000 8.67% 246,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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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 183,170,000 6.45% 0 

5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117,000,000 4.12% 0 

6 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115,313,957 4.06% 0 

7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3.52% 0 

8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99,100,000 3.49% 0 

9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89,314,059 3.14% 0 

10 山东建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00 2.64% 0 

 合计 2,015,758,016 70.96% 340,610,000 

2、本次发行后的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澳洲联邦银行 737,124,358 17.88% 263,374,358 

2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422,500,000 10.25% 0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57,320,000 8.67% 357,320,000 

4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259,708,785 6.30% 0 

5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54,795,642 6.18% 0 

6 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 183,170,000 4.44% 0 

7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169,800,000 4.12% 0 

8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3,535,058 3.72% 0 

9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143,820,000 3.49% 0 

10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29,314,059 3.14% 0 

 合计 2,811,087,902 68.19% 620,694,358 

注：本表根据齐鲁银行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7年 8月 7日的持股

情况和本次发行情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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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

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

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除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2,318 0.0008  22,318 0.0005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2,454,677,451 86.4095  3,456,593,093 83.8419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454,699,769 86.4103 3,456,615,411 83.8425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除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855,992 0.0301  855,992 0.0208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385,194,239 13.5596  665,278,597 16.1368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386,050,231 13.5897  666,134,589 16.1575  

总股本 2,840,750,000 100.00 4,122,750,000 100.00 

股东人数 3,902 - 3,911 - 

注：（1）本表根据 2017年 8月 7 日的持股情况和本次发行情况计算；（2）发行后的

相关股份数不考虑换届导致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以 2017 年 8 月 7 日的持股人数计算，股东人数为 3,902

人（不包含未确权股东人数）；本次新增股东人数为 9人；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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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股东人数为 3,911人（不包含未确权股东人数）。 

3、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 4,340,800,003.80 元将有力补充本行核心

一级资本，本行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上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

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资产结构得以优化。 

非现金资产方面，依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按各交易标的相关数据较高者计算，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成交资

产总额累计数为 237,760.51 万元，占本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20,716,787.10 万元的 1.15%；本次交易成交资产净额累

计为 75,758.64 万元，占本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

净资产额 1,287,861.42 万元的 5.88%。因此，非现金资产的注入不会对本行资

产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票发行前后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本行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及

资金业务等。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股票发行完成

后，本行的业务结构仍以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及资金业务等为主。 

因此，本行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行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本行仍无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6、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本行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

量无变动，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赵学金 监事长 164,107 0.0058 164,107 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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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华 
执行董事、

副行长 
150,000 0.0053 150,000 0.0036 

3 崔香 

执行董事、

副行长、董

事会秘书 

249,000 0.0088 249,000 0.0060 

4 张海燕 职工监事 50,000 0.0018 50,000 0.0012 

5 朱宁 
执行董事、

副行长 
40,000 0.0014 40,000 0.0010 

6 葛萍 副行长 46,273 0.0016 46,273 0.0011 

7 陶文喆 行长助理 40,000 0.0014 40,000 0.0010 

8 高爱青 职工监事 50,000 0.0018 50,000 0.0012 

9 吴立春 股东监事 3,000 0.0001 3,000 0.0001 

合计 792,380 0.0279 792,380 0.0192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1-6月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6 0.58    0.36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76% 15.92%      9.32% 9.30%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6月30日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3.51 3.80     3.87 3.88 

资本充足率（%） 11.69% 12.09% 12.56% 15.6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54% 9.42% 9.26% 12.35% 

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 
10.54% 7.91% 7.84% 10.92% 

注：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2、每股

净资产系归属于挂牌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发行后财务数据依据2017年半年报，

按增资完成后总股本摊薄测算。 

1、财务状况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

有所上升，资本充足率将有所提升，资产结构得以优化，偿债能力将得到增强，

财务状况进一步改善，为公司资产规模的稳步扩张、各项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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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资本支持。同时，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济源村镇银行等 15 家村镇银行

将成为公司子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本行资产负债规模，充实资本实力，为本行长

远发展奠定基础。 

2、盈利能力变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能够有效支持本行资产规模增长。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行将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监

督等事项进行明确的规定。本行将持续加强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有效

利用募集资金，提高本行经营效率，积极提升资本回报率。因此，预计本行未来

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由于济源村镇银行等 15 家村镇银行规模较小，短期内

对本行盈利能力等相关指标影响较小。随着业务协同效应作用的发挥，预计未来

将对本行盈利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3、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从短期看，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体现为本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本次

定向发行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本行资本充足水平，有助于本行各项业务的发展。

由于济源村镇银行等15家村镇银行规模较小，短期内对本行现金流量的影响较小。

随着业务的持续发展，规模逐步扩大，预计未来本行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对应的

现金流入及现金流出都将有所增长。 

（四）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发行后挂牌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

债的变化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总资产为 21,523,709.18 万元，总负债为

20,214,339.24 万元，净资产为 1,309,369.94 万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交易标的的负债总额合计为 151,827.49 万元，占

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负债 19,428,925.68 万元的 0.78%，交易标

的的债务规模较小。交易标的的或有负债系银行正常存贷纠纷且金额较小。 

综上所述，本次资产注入完成后公司总资产规模有所增加，公司债务不会大

幅增加；交易标的或有负债金额较小，不会导致公司或有负债的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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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

办发[2010]115 号）的规定，澳洲联邦银行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5 年内（或银监会许可的更短期限）不得进行转让；兖州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5年内不得进行转让。

其他 16 家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投资者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

如未来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全国股转系统公布实施

对于投资者自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进行转让或设定权利限制的限制性规定或禁

止性规定的，届时从其规定。 

四、关于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的说明 

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本次发行

对象出具的承诺，并通过查阅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

统”、国家信用中心网站“信用中国”、中国证监会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及相关主体所属的各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等政府

部门网站，齐鲁银行及其控股子公司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8 名发

行对象等均不属于司法执行或环境保护、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领域的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 

综上，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五、公司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

等特殊条款 

本次定向发行中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当事人具备签署该合

同的主体资格，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合法有效。同时，公司与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对象所

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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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估值调整等《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规定的特殊条款。 

本次发行中以现金认购的投资者已出具承诺，仅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合同》，该合同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

整事项或其他特殊条款；本次发行中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投资者已出具承诺，与

公司签署的相关文件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整事项

或其他特殊条款。 

综上，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之间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之间不存在业绩

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整等《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规定的特殊条款的约定。 

六、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2017年 12 月 3日，主办券商针对本行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结论性意见

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于齐鲁银行系

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本次定向发行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00 号），核准本次定向发行。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齐鲁银行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齐鲁银

行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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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齐鲁银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齐鲁银行不存在违反《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

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

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

是否合法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本次定向发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澳洲联邦银行以其持有的河南省、河北省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为非现金资产认购所发行的股份，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其

主营业务的开展已取得主管部门的许可。标的资产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审计，

由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开

元评报字[2017]283 号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报告》，经交易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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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友好协商，确定该非现金认购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5,900.00 万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作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开

展审计工作时具备独立性，审计结果合理且公允；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标的资产相关评估报

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

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

估参数的选用合理，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估结论具

备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用于认购公司股票的标的资产经过了审计和评估程序，交易价格

以此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存在利益转移或输送。 

非现金资产的变更手续已分别取得河南银监局、河北银监局的批准，并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八）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

见 

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

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是因业务发展需要，并非以换取服务为目的，同时本行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3.90 元，发行价格公允。因此本行本次发行不涉及《企业会

计准则》中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或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不应进行股份支付

相关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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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

序的说明 

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除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不存在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需办理备案登记。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65961，截至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尚不存在需要申请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 

截至齐鲁银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现有股东中，上海

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循久奕新三板卓越基金、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沃土新三板三号证券投资基金、杭州冷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冷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久益汇投资本新

三板金融行业指数基金、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投资新三板 1 号基

金、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量创起航 1号量化投资基金、

上海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富君诚新三板私募投资基金、北京鑫昌星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鑫昌星辉 1 号新三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登记或备案手续。 

（十一）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是否使用的核查意见 

截至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

金。 

（十二）关于本次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的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公司股东不存在因股份代持引发的法律纠纷

或潜在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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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关于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存在持股平台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四）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十五）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核

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 

（十六）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核

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要求。 

（十七）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核查意见 

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之间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系各方

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之间不存在业绩承诺及

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整等《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规定的特殊条款的约定。 

（十八）关于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核查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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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关于发行人之前的发行中是否存在构成收购的承诺、非

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历次发行方案、合同及其他协议文件等资料，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的

股票发行不存在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募基金备案的承

诺。 

（二十）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用途是否涉及投资房地产、理财产品、

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以及宗教投资的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房地产、理

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以等情形，亦不涉及宗教投

资。 

（二十一）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违规担保的核查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二十二）主办券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

办发[2010]115 号）的规定，澳洲联邦银行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5 年内（或银监会许可的更短期限）不得进行转让；兖州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5年内不得进行转让。

其他 16 家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投资者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

如未来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全国股转系统公布实施

对于投资者自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进行转让或设定权利限制的限制性规定或禁

止性规定的，届时从其规定。 

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2017年 12 月 3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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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认为本行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结论性意见如

下：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齐鲁银行系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股转

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齐鲁银行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齐鲁银行未终

止挂牌，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齐鲁银行本次发行前股东人数已超过 200人，本次发行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之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系统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

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及结果的合法合规性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已取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对变更注册资本方案及 5%以上股东资格的批准；本次发行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发

行结果合法有效。 

（五）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的合法合规性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等系各方真

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

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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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无优先认购的安排合法合规。 

（七）非现金资产认购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该非现金资产经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其资产评估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资产权属不清或者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法律风险；澳洲联邦银行以 15 家村镇

银行股权认购齐鲁银行发行股份事宜已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用以认购本

次发行股份的非现金资产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权属变更登记程序；截至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取得标的资产的完备权属，不存在取得权属的法律障碍。 

（八）本次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除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65961，截至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尚不存在需要申请备案的私募投资基

金产品。 

截至齐鲁银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7 年 8 月 7 日）

的现有股东中，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循久奕新三板卓越基金、广

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沃土新三板三号证券投资基金、杭州冷

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冷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久久益汇投资本新三板金融行业指数基金、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力投资新三板 1 号基金、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量创

起航 1 号量化投资基金、上海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富君诚新三板私募投资

基金、北京鑫昌星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鑫昌星辉 1号新三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系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登记或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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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手续。 

（九）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本次发行中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一）本次发行中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情况 

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齐鲁银行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关于“挂牌公司募集资金应当用

于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之规定。 

齐鲁银行已经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要求制定了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为本次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与主办券商签署了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已缴纳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齐鲁银行已在《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第二节  发行计划/七、募集资金用

途”部分详细披露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等

内容，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对股票发行方案的信息披

露要求。 

截止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提前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十二）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齐鲁银行本次定向发行的限售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三）本次发行不构成股份支付 

本次发行不以获取职工的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发行价格不低于齐鲁银行经

审计及评估的每股净资产，本次发行中的非现金资产定价公平、合理，本次发行

不适用股份支付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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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次发行相关主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齐鲁银行及其控股子公司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8 名发行对象

等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五）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齐鲁银行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齐鲁银行已制定《公司章

程》、《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制度，对关

联交易及资金占用进行了规范，相关制度真实、有效。 

（十六）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齐鲁银行共发生两次股票发行行为，即 2015年定向发行股票及 2016年定向

发行优先股。经查询齐鲁银行股票发行相关公告内容，发行人不存在前期发行构

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等情况。 

齐鲁银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系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不涉及宗教投资，不

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地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

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 

报告期内，齐鲁银行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八、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本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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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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