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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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齐鲁银行”或“发行人”）签订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接受齐

鲁银行的委托并担任其本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定向发行”）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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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齐鲁银行已向本所确认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者口

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

本、原件一致和相符。 

3.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文件以及与本次投资有关的其他

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 

4.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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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齐鲁银行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及对本次发行有重

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专

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验

资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

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且本所

律师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不具备进行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

意见书中涉及境外法律事项的内容，均为根据齐鲁银行提供的资料、交易文本、

其他法律性文件或其译文所作的引述，该等文件构成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支

持性材料，就该等文件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译文的准确性，本所律师

不作实质性判断。 

5.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齐鲁银行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同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6. 本所律师同意齐鲁银行部分或全部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在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导致法律

上的歧义或曲解。 

7.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8.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齐鲁银行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

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

则，在对齐鲁银行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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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所指，下列常用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称 指 对应正文或含义 

齐鲁银行/发行人/公司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洲联邦银行 指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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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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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对象/投资者 指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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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华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

司、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祥

泰实业有限公司、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济南弘安纸业

有限公司、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16 家投资者 指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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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

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山东贝

嘉豪置业有限公司、祥泰实业有限公司、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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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指 对应正文或含义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相关派出机构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中国银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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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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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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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银行 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裕家禽/华裕农业 指 
河北华裕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07183772373） 

新食尚快餐/新食尚实业 指 
河北新食尚快餐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河北新食尚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479138674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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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监管问答（二）》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发行问答（三）》 指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

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15 家村镇银行 2016 年度《审计

报告》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就 15 家村镇银行 2016 年度财务状况所出

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91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3087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96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83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3088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85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90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3092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84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93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3089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101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95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3094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3086

号”《审计报告》 

15 家村镇银行 2017 年半年度及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就 15 家村镇银行 2016 年度及 2017 年半

年度财务状况所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31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32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6933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34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35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6936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37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38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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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指 对应正文或含义 

字（2017）第 26939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40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41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6942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43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44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7）第 26945 号”《审计报告》 

15 家村镇银行《评估报告》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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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发行股票方案》 指 
经齐鲁银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齐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章程》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股权转让协议》 指 齐鲁银行与澳洲联邦银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认购合同》 指 
齐鲁银行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本次发行/本次定向发行 指 
齐鲁银行向包括澳洲联邦银行在内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1,282,000,000

股股票的行为 

本次交易 指 
澳洲联邦银行参与本次发行，并以其所持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

作为对价参与认购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 

本法律意见书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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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除非特别说明，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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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齐鲁银行系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国发〔1995〕25

号）的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济南市开展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组建工作的复

函》（银复〔1995〕304 号）及《关于济南城市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银复〔1996〕

167 号）批准，于 1996 年 6 月 5 日设立的城市商业银行，齐鲁银行设立时的名

称为“济南城市合作银行”。 

1998 年 5 月 1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关于同意济南城市合作银

行更名有关问题的批复》（鲁银复〔1998〕75 号）同意，齐鲁银行更名为“济南

市商业银行”；2009 年 3 月 9 日，经中国银监会《关于济南市商业银行更名的批

复》（银监复〔2009〕80 号）同意，齐鲁银行更名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并沿用至今。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78 号）及股转公司《关

于同意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

转系统函〔2015〕2538 号）同意，齐鲁银行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起在股转

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齐鲁银行，证券代码 832666。 

齐鲁银行现持有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4352296L）及山东银监局于 2009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0169H237010001），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济南市市中区顺河街 17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春 

注册资本 284,075.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6 月 5 日 

营业期限 1996 年 6 月 5 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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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委托存贷款业务。外汇业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

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

询、见证业务。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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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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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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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

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

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提供的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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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持有

人名册》，本次发行前齐鲁银行股东总数已达到 3,902 名1，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

因此本次发行应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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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齐鲁银行定向发行不超过

128,200 万股新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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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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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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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根据《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定向

                                                        
1此处股东总数不包括未确权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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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时，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一）公司股东；（二）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

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且“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

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第六条之规定，“（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实收资本或实

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系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条件的投资者。 

（二） 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根据《定向发行股票方案》，齐鲁银行本次共向 18 名机构投资者定向发行股

票，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原
股
东 

1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8,000,000 967,200,000.00 现金 

2 澳洲联邦银行 168,974,358 659,000,000.00 股权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110,000 433,329,000.00 现金 

4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4,700,000 408,330,000.00 现金 

5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52,800,000 205,920,000.00 现金 

6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44,720,000 174,408,000.00 现金 

7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0 156,000,000.00 现金 

8 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39,000,000.00 现金 

9 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90,000 7,761,000.00 现金 

新
增
投
资
者 

10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54,795,642 993,703,003.80 现金 

11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 292,500,000.00 现金 

12 
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

公司 
51,280,000 199,992,000.00 现金 

13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5,810,000 139,659,000.00 现金 

14 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117,000,000.00 现金 

15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78,000,000.00 现金 

16 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20,000 49,998,000.00 现金 

17 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39,000,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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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8 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39,000,000.00 现金 

合计 1,282,000,000 4,999,800,003.80 ——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

询，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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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45,14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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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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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91,201.6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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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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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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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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20,7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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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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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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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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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70000614140905P，注册资本：102,628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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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9,288.42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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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 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3365 号奇盛数码二期办公楼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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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3,18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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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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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700007465703925，注册资本：60,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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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70,117.51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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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90,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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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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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6,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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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2,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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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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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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1,674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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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5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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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5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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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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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营业执照》、《验资报告》、公司章程及声明等资料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为机构投资者，其中：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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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等 9 名投资者系齐鲁银行本次定向发行前的原股东，符合《监督管理办法》及

《投资者适当性细则》之规定。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

建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祥

泰实业有限公司、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北

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投资者系新增股东，合计不超过 35 名，新增股东

均系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以上的法人机构，符合《监督管理办法》

及《投资者适当性细则》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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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发行人的内部审议情况 

1.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7 月 26 日，齐鲁银行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

并通过如下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的议案： 

（1） 《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 《关于签署<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3）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认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4）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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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说明的议案》 

（5） 《关于批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中参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相关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6）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8）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定向发行涉及关联交易，齐鲁银行董事会在审议上述（1）、（2）议

案时，关联董事张伟、布若非（Michael Charles Blomfield）、赵青春、尉可超已履

行回避表决程序，在审议上述（3）至（5）议案时，关联董事布若非（Michael 

Charles Blomfield）已履行回避表决程序，相关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此外，上述议案系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以现场会议形式予以同意，符合《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2. 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8 月 15 日，齐鲁银行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并通过如下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的议案： 

（1） 《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 《关于签署<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3）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认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4）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

性说明的议案》 

（5） 《关于批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中参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相关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鉴于本次定向发行涉及关联交易，齐鲁银行股东大会在审议上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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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时，关联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兖州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

决，在审议上述（3）至（5）议案时，关联股东澳洲联邦银行已回避表决，符合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外，上述议案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现场会议形式予以通过，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 

（二） 发行对象的内部审议情况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会议决议等文件，发行对象已就参与本次定向发行履行

相关内部审议程序，详情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审议程序 审议时间 

1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股东决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21 日 

2 澳洲联邦银行 以召开董事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7 月 3 日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5 月 12 日 

4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股东决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30 日 

5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以召开董事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5 月 23 日 

6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以股东决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16 日 

7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7 月 12 日 

8 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召开董事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30 日 

9 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7 日 

10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7 月 12 日 

11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大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7 日 

12 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以股东决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30 日 

13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20 日 

14 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 以股东决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20 日 

15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5 月 2 日 

16 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股东决定方式批准 2017 年 7 月 23 日 

17 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8 日 

18 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以召开股东会方式批准 2017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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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5 家村镇银行的内部审议情况 

1. 济源村镇银行 

2017 年 8 月 9 日，济源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杭州银行签署股东书

面决议，确认并批准济源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杭州银行同意放弃其对本次交

易的优先购买权和其他相关权利。 

2. 登封村镇银行 

2017 年 8 月 9 日，登封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杭州银行签署股东书

面决议，确认并批准登封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杭州银行同意放弃其对本次交

易的优先购买权和其他相关权利。 

3. 兰考村镇银行 

2017 年 8 月 9 日，兰考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杭州银行签署股东书

面决议，确认并批准兰考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杭州银行同意放弃其对本次交

易的优先购买权和其他相关权利。 

4. 伊川村镇银行 

2017 年 8 月 9 日，伊川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杭州银行签署股东书

面决议，确认并批准伊川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杭州银行同意放弃其对本次交

易的优先购买权和其他相关权利。 

5. 渑池村镇银行 

2017 年 8 月 9 日，渑池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杭州银行签署股东书

面决议，确认并批准渑池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杭州银行同意放弃其对本次交

易的优先购买权和其他相关权利。 

6. 永城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永城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永城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7. 温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温县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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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温县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8. 辛集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辛集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辛集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9. 永年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永年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永年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10. 磁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磁县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磁县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11. 邯郸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邯郸县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

批准邯郸县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12. 涉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涉县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涉县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13. 魏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魏县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魏县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14. 成安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成安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成安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15. 栾城村镇银行 

2017 年 7 月 3 日，栾城村镇银行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签署股东书面决议，批

准栾城村镇银行参与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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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情况 

2017 年 9 月 5 日，山东银监局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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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山东银监局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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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

持 24,800 万股股份，增持后合计持股比例为 6.30%；同意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认购 25,479.5642 万股股份，认购后持股比例为 6.18%；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增持

16,897.4358 万股股份，增持后合计持股比例 17.88%。 

（五） 认购及验资情况 

2017 年 11 月 22 日，齐鲁银行在股转公司网站（http://www.neeq.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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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齐鲁银行本

次变更注册资本中投资者的出资情况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4-7 号），

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11 月 28 日止，齐鲁银行已收到澳洲联邦银行以其持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68,974,358.00 元，计入实收资本

168,974,358.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490,025,642.00 元；齐鲁银行已收到其他 17 家

投资者以货币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113,025,642.00 元，计入实收资本

1,113,025,64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3,227,774,361.80 元；齐鲁银行本次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 4,122,750,000.00 元，累计实收资本为 4,122,750,000.0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持有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11月8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455，

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11 月 8 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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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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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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现金资产认购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 

齐鲁银行与澳洲联邦银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认购合同》，《认购合

同》对认购股份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生效条件、陈述和保证、保密条款、

合同的终止和解除、不可抗力、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股权转

让协议》就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为对价认购齐鲁银行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事宜的转让价格、限售安排、过渡期损益安排等进行了约定。 

（二） 现金认购合同 

齐鲁银行与其余 17 名发行对象签署了《认购合同》，《认购合同》对认购股

份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生效条件、陈述和保证、保密条款、合同的终止

和解除、不可抗力、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定向发行的相关《认购合同》符合《发行问答（三）》

的规定，不存在下列内容： 

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 

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3．强制要求挂牌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挂牌公司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挂牌公司约定了优于本次发行

的条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挂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挂牌公司派驻董事或

者派驻的董事对挂牌公司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其他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本次发行中签订的《认购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均合法有效，当事人意思表

示真实，自愿，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其

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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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与非现金资产认购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主体资格均合法有效，当

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

共利益，其协议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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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发行业务细则》第八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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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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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齐鲁银行在增发新股时，

原股东不享有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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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向发行所涉及的非现金资产为澳洲联邦银行所持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

股权，非现金资产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 15 家村镇银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齐鲁银行提供的 15 家村镇银行《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结

合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结果，截止至股权权属变更完

成前，15 家村镇银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1. 济源村镇银行 

济源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41900140000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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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汪加享 

营业期限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2051 年 2 月 21 日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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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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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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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登封村镇银行 

登封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410100400006515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毛枰钢 

营业期限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2061 年 6 月 22 日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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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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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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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兰考村镇银行 

兰考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10225577611906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于兆东 

营业期限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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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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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伊川村镇银行 

伊川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103005934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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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宋栓来 

营业期限 2012 年 4 月 10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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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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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渑池村镇银行 

渑池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11200596294141E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郝玺 

营业期限 2012 年 5 月 24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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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渑池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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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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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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永城村镇银行 

永城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11481072671049M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兵 

营业期限 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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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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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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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温县村镇银行 

温县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10800072687411H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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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王斌 

营业期限 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2063 年 6 月 27 日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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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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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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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辛集村镇银行 

辛集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3018106941018X4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申建永 

营业期限 2013 年 5 月 20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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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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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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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永年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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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年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3040006942117X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丽丽 

营业期限 2013 年 5 月 23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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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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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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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磁县村镇银行 

磁县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13040040000671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康霞 

营业期限 2013 年 5 月 23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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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县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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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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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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邯郸县村镇银行 

邯郸县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3040039889973XH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文伟 

营业期限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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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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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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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涉县村镇银行 

涉县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304003988971872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保良 

营业期限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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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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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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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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魏县村镇银行 

魏县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30434398901705F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晓霞 

营业期限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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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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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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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成安村镇银行 

成安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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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3040039887695XR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江 

营业期限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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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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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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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栾城村镇银行 

栾城村镇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300003988806921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申建永 

营业期限 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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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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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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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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非现金资产的权属规范情况 

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次定向发行的非现金资

产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查封的情况。 

（三） 15 家村镇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 15 家村镇银行 2017 年半年度及 2016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15 家村镇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合计（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元） 

营业收入

（元） 
净利润（元） 

1 济源村镇银行 411,759,245.34 137,349,866.32 11,720,530.29 -676,856.13 

2 登封村镇银行 187,205,576.82 58,642,307.93 5,334,441.18 371,540.21 

3 兰考村镇银行 162,608,216.35 43,652,286.04 5,336,970.77 382,862.68 

4 伊川村镇银行 210,529,650.68 57,569,894.11 6,211,931.63 3,096,222.57 

5 渑池村镇银行 107,328,904.87 36,370,315.78 2,112,475.20 -1,772,677.09 

6 永城村镇银行 206,260,953.54 75,185,126.75 5,431,604.59 125,699.01 

7 温县村镇银行 118,075,131.12 31,852,061.91 3,304,142.57 -466,241.31 

8 辛集村镇银行 118,187,531.26 36,025,959.36 3,253,794.25 -2,184,209.63 

9 永年村镇银行 106,738,258.09 32,001,426.83 2,776,120.30 -378,161.41 

10 磁县村镇银行 53,464,948.02 14,987,529.46 1,393,403.72 -1,364,604.89 

11 邯郸县村镇银行 95,237,314.72 43,718,051.59 2,637,075.73 -2,493,045.31 

12 涉县村镇银行 134,696,376.08 52,514,596.98 3,028,179.16 -110,362.31 

13 魏县村镇银行 106,566,238.90 38,365,097.73 2,022,998.89 -2,332,227.71 

14 成安村镇银行 99,717,904.34 30,358,753.97 2,723,056.90 -795,357.03 

15 栾城村镇银行 136,759,570.04 48,267,648.49 3,313,885.60 -1,282,081.68 

合计 2,255,135,820.17 736,860,923.25 60,600,610.78 -9,879,500.03 

（四） 非现金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出具的15家村镇银行 2016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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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15 家村镇银行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74,674.04 万元，其

中归属于澳洲联邦银行的净资产为 68,030.37 万元；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 15 家村镇银行《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15

家村镇银行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71,030.85 万元，其中澳洲联邦银行所持有

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64,907.94 万元，澳洲联邦银行以其所持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价 65,900.00 万元参与本次定向发行，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交易价格 

澳洲联邦

银行出资

比例 

经审计的归属

于澳洲联邦银

行的净资产 

澳洲联邦银行

所持权益评估

值 

经审计的

净资产 

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

值 

济源村镇银行 10,988.30 80% 11,042.14 10,989.38 13,802.67 13,736.73 

登封村镇银行 3,192.10 80% 4,661.66 3,192.42 5,827.08 3,990.53 

兰考村镇银行 3,095.70 80% 3,461.55 3,096.02 4,326.94 3,870.02 

伊川村镇银行 4,160.60 80% 4,357.90 4,161.05 5,447.37 5,201.31 

渑池村镇银行 3,051.10 80% 3,051.44 3,052.76 3,814.30 3,815.95 

永城村镇银行 7,508.70 100% 7,505.94 7,509.40 7,505.94 7,509.40 

温县村镇银行 3,232.00 100% 3,231.83 3,232.32 3,231.83 3,232.32 

辛集村镇银行 3,801.10 100% 3,821.02 3,801.53 3,821.02 3,801.53 

永年村镇银行 2,912.60 100% 3,237.96 2,912.91 3,237.96 2,912.91 

磁县村镇银行 2,635.202 100% 1,635.21 1,635.40 1,635.21 1,635.40 

邯郸县村镇银

行 
3,838.30 100% 4,621.11 3,838.74 4,621.11 3,838.74 

涉县村镇银行 5,282.40 100% 5,262.50 5,282.89 5,262.50 5,282.89 

魏县村镇银行 4,091.80 100% 4,069.73 4,092.21 4,069.73 4,092.21 

成安村镇银行 3,133.60 100% 3,115.41 3,133.93 3,115.41 3,133.93 

栾城村镇银行 4,976.50 100% 4,954.97 4,976.98 4,954.97 4,976.98 

合计 65,900.00 —— 68,030.37 64,907.94 74,674.04 71,030.85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持有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

会于 2017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澳洲联邦银行根据监管要求对磁县村镇银行增资 1,000 万元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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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000195，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7 月 1 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现持有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

核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0100039016），具备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 

（五）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情况 

1. 济源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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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济源村镇银行全部股份转让给齐鲁银行。 

2. 登封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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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登封村镇银行全部股份转让给齐鲁银行。 

3. 兰考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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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兰考村镇银行全部股份转让给齐鲁银行。 

4. 伊川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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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伊川村镇银行全部股份转让给齐鲁银行。 

5. 渑池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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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渑池村镇银行全部股份转让给齐鲁银行。 

6. 永城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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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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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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永城村镇银行全部股份转让给齐鲁银行。 

7. 温县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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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温县村镇银行全部股份转让给齐鲁银行。 

8. 辛集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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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澳洲联邦

银行将其持有的辛集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9. 永年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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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澳洲

联邦银行将其持有的永年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10. 磁县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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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澳洲

联邦银行将其持有的磁县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11. 邯郸县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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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联邦银行将其持有的邯郸县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12. 涉县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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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澳洲

联邦银行将其持有的涉县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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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魏县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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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澳洲

联邦银行将其持有的魏县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14. 成安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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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澳洲

联邦银行将其持有的成安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15. 栾城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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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5 号），同意澳洲联邦

银行将其持有的栾城村镇银行全部股权转让给齐鲁银行。 

（六） 非现金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根据齐鲁银行提供的 15 家村镇银行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企业基本注

册信息查询单、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15 家村镇银行股权变更已完成工商登记程序，详情如下： 

序号 村镇银行名称 变更时间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 

1 济源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80% 

杭州银行持股 20% 

2 登封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80% 

杭州银行持股 20% 

3 兰考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80% 

杭州银行持股 20% 

4 伊川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80% 

杭州银行持股 20% 

5 渑池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7 日 
齐鲁银行持股 80% 

杭州银行持股 20% 

6 永城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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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镇银行名称 变更时间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 

7 温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8 辛集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3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9 永年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10 磁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3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11 邯郸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2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12 涉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7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13 魏县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14 成安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3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15 栾城村镇银行 2017 年 11 月 27 日 齐鲁银行持股 1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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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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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的问题解答（七）》、《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

发布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引的通知》等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名称和经营范围、

公司型私募投资基金经营范围、合伙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经营范围中应当包含

“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

相关字样，本所律师通过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行对象及现有股

东的名称或经营范围是否存在相关字样的方式进行初步筛选，然后通过分析其出

资人、检索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电话访谈等方式进一步

确认其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是否进行登记备案。 

（一） 发行对象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中除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不存在私

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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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700007465703925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尹桂岭 

营业期限 2003 年 1 月 28 日至——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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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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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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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现有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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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有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情况如

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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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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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私募投资基金，

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9844，其管理人为上海天循久奕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96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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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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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29411，其管理人为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

为 P1000302。 

1-9-39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0 

3. 杭州冷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冷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杭州冷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冷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

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S0610，其管理人为杭州冷火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1762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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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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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86170，其管理人为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2482。 

5. 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投资新三板 1 号基金 

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投资新三板 1 号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

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3280，其管理人为上海合之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118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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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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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L8402，其管理人

为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

号为 P103208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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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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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私募投资基金，

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S9853，其管理人为上海君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23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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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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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64277，其管理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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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昌星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15585。 

9. 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

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结构 
上海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99.99%、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 0.01%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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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

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7867，其管理人为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9630。 

10. 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

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结构 
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99.99%、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0.01%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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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

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6013，其管理人为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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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17274。 

九、 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根据《验资报告》及发行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现金参与本次认购的 17 名发行对象均以各自账户向齐

鲁银行募集资金专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并承诺其资金来源合法，为自有资金，

非银行贷款，不存在代他人认购齐鲁银行股权的情况；澳洲联邦银行系以自身持

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参与本次发行，并确认不代他人持有股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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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监管问答（二）》之规定，“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为保障股权清晰、防范融资风险，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

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发行。”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及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监管问答（二）》规

定的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法人、合伙企

业等持股平台，均可以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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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募集资金的用途 

根据《定向发行股票方案》，齐鲁银行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

能力，支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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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问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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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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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齐鲁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齐鲁银行提供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开户电子凭证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齐鲁银行已根据其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在齐鲁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开 立 户 名 为 “ 齐 鲁 银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账 号 为

“10186677777722410599900012”的账户，作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本次发行股票认购缴款，由投资者向该账户缴纳认购款，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2017 年 11 月 28 日，齐鲁银行（作为发行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

招商证券（作为主办券商）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的专款专用要求及招商证券的监督职责等。 

根据《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4-7 号），本次发行中投资者缴纳的货

币认购款均已缴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齐鲁银行已经按照《发行问答（三）》的要求为

本次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签署了资金监管协议，募集资

金已缴纳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 股票发行方案的信息披露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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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问答（三）》对股票发行方案的信息披露要求。 

（四） 发行人未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根据齐鲁银行提供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流水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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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齐鲁银行已出具书面承诺，在取得股转系统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函

之前，不使用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十二、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根据齐鲁银行提供的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 18 投资者与齐鲁银行签署的《认

购合同》、澳洲联邦银行与齐鲁银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澳洲联邦银行及兖

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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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情况如下： 

（一） 澳洲联邦银行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限售安排 

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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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115 号文”）之规定，中小商业银行主

要股东董事会应出具正式的书面承诺，承诺自股份交割之日起 5 年内不转让所持

该银行股份。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是指持有或控制中小商业银行 5%以上（含

5%）股份或表决权且是银行前三大股东，或非前三大股东但经监管部门认定对

中小商业银行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本次定向发行前，齐鲁银行主要股东系澳洲联邦银行、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齐鲁银行 20.00%、14.87%、8.67%

的股份；本次定向发行后，齐鲁银行主要股东仍为澳洲联邦银行、济南市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齐鲁银行 17.88%、10.25%、

8.67%的股份。其中，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定向发行中

分别认购 168,974,358 股股份、111,110,000 股股份。因此，澳洲联邦银行、兖州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上述规定及与齐鲁银行签署的《认购合同》之约定，做出

具体限售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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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前述股东还应遵

守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对于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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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述 115 号文对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的限售要求外，现行有效的银行业

监督管理部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股转系统相关规定中，无适用于该情

形的其他限售规定；此外，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所认购的本

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亦无其他自愿锁定的承诺。因此，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其他限售安排。如未来银行业监督管

理部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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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其他 16 家投资者的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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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他 16 家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投资者与齐鲁银行签署的《认购合同》

之约定，其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将遵守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股转系统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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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阅，对于前述 16 家投资者，现行有

效的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股转系统相关规定中，无

适用于该情形的限售规定；此外，前述 16 家投资者对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

股票亦无自愿锁定的承诺。因此，前述 16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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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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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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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

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

交易。经核查，本次发行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 发行对象 

根据《定向发行股票方案》，本次 18 名发行对象中有 9 名原股东、9 名新增

投资者，非齐鲁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或员工持股平台等，其认购价格一

致。 

本次发行中，澳洲联邦银行系以非现金资产参与认购，根据齐鲁银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定

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本次定向发行中非现金资产定价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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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损害齐鲁

银行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利益转移或输送。 

（二） 发行目的 

根据《定向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定向发行旨在提高齐鲁银行的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水平，满足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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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整体盈利能力；同时，澳洲联邦银行以其持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为对价

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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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转让给齐鲁银行，符合齐鲁银行战略发展需要，有助于齐鲁银行更好地服务三

农、支农支小、服务县域；有助于深化齐鲁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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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目的并非用于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亦非用于股权激励。 

（三） 发行价格 

根据《定向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90 元。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7）审字

第 60862109_A0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齐鲁银行经审计的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80 元，2016 年度基本

每股收益为 0.58 元。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

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7]181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齐鲁银行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1,303,060.00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88 元。 

2017 年 4 月 25 日，齐鲁银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齐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齐鲁银行 2016 年度以股本总额 284,075

万股为基数，每股分配现金 0.15 元（含税），该利润分配已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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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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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股转系统《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之规定，“挂

牌公司实施股票发行，主办券商和律师应当对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

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挂牌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在相关情形消除前不得实施股

票发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对象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主办券商和律师应对

其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原因、相关情形是否已充分规范披露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鉴于齐鲁银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经本所律师登录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

统 （ http://shixin.court.gov.cn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shixin.csrc.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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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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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安永华明（2016）

专字第 60862109_A01 号《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说明》和安永华明（2017）专字第 60862109_A01 号

《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

项说明》以及相关财务会计资料，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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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 发行人前期发行中不存在发行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

承诺和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挂牌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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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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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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宗教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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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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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齐鲁银行公开披露的 2015 年度报告、2016 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书面承诺等资料，挂牌以来，齐鲁银行

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十七、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齐鲁银行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发行

业务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本次

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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