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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以下简称“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以下简称“信息

披露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3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

法合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试行）》等有关规定，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如皋银行”或“公司”）就股票发行事宜经过了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

决议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或“证监会”）核准，

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及时

披露了有关文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我公司”）作为如皋银行的主

办券商，依据有关规定，对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事宜进行尽职调查，并据此对公司股

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法合规性出具本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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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挂牌公司及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一）挂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如皋银行 

证券代码：871728 

挂牌日期：2017 年 9 月 6 日 

股份公开转让场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发行前股份总额：65,000.00 万股 

发行后股份总额：100,000.00 万股 

法定代表人：钱海标 

董事会秘书：严国安 

公司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8 日 

住所：如皋市如城镇海阳路 195 号 

邮编：226500 

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

公司所处行业为“J 金融业—J66 货币金融服务”；根据由国家统计局

起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

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J66

货币金融服务—J6620 货币银行服务”；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

类指引》，公司属于“J66 货币金融服务”中的“J6620 货币银行服务”；

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金融（16）

银行业（1610）—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161010）—银行（16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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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业务；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

营）；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

国际结算；结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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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13-87616082 

联系传真：0513-87616633 

电子邮箱：rgxh@rgxh.com 

互联网网址：http://www.rgrcb.com/ 

（二）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如皋银行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35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4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49,000,000.00 元，全部由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二、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向证监会申请核准的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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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9 月 21 日（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

股东总数为 1,423 名（不含未确权股东），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股票

发行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31 号），核准如皋银行定

向发行不超过 35,000 万股新股。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已按规定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三、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依据《公司法》、《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

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提

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保存完整；公司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了内控制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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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从而在制度基础上

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公司财

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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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

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

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

违反《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四、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一）公司整体信息披露情况 

如皋银行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

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公司共发布了以下公

告： 

1、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股票发行方

案》； 

2、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2017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定向发行股票方案取得相关监管

部门批复的公告》； 

4、2017 年 11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定向发行股票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5、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定向发行股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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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批复的公告》、《定向发行说明书》、《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

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北京炜衡（上海）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普通股之推荐工作报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6、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发行对象变更认购数量暨发

行认购结果的公告》。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业务细则》、《业

务指南》、《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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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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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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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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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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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

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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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在签署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 10 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

产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

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二）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

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

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

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220 名投资者，包括

209 名原股东及 11 名新增股东，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二）

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未超过 35 名。 

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1、公司在册股东：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方式 

1 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41,713,843 现金 

2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 现金 

3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 现金 

4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8,300,000 现金 

5 南通市戴庄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0 现金 

6 如皋市非标轴承有限公司 5,200,000 现金 

7 周建华 2,420,000 现金 

8 沈健 2,000,000 现金 

9 朱夏武 1,800,000 现金 

10 娄兴建 1,200,000 现金 

11 如皋市中如化工有限公司 1,100,000 现金 

12 袁影秋 1,030,000 现金 

13 邓美余 1,000,000 现金 

14 江苏恒祥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现金 

15 李勇 7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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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方式 

16 李世鼎 600,000 现金 

17 姚钧 500,000 现金 

18 蒋士新 500,000 现金 

19 如皋市泰尔特染整有限公司 500,000 现金 

20 南通市同济高能焊割气有限公司 500,000 现金 

21 谢万如 400,000 现金 

22 徐安东 390,000 现金 

23 陈路明 358,000 现金 

24 娄爱萍 300,000 现金 

25 南通建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现金 

26 单波 300,000 现金 

27 刘忠志 300,000 现金 

28 沈俊 300,000 现金 

29 王艳艳 300,000 现金 

30 李军 300,000 现金 

31 王树钰 280,000 现金 

32 何爱群 250,000 现金 

33 王嵘 241,546 现金 

34 张海燕 238,000 现金 

35 张翠 236,000 现金 

36 如皋市协和印染有限公司 200,000 现金 

37 陈怀勤 200,000 现金 

38 仲维俊 200,000 现金 

39 黄悦 200,000 现金 

40 黄娟 200,000 现金 

41 杨哲芹 200,000 现金 

42 马小兵 200,000 现金 

43 吴林凤 200,000 现金 

44 梁家杰 200,000 现金 

45 熊忠祥 200,000 现金 

46 冒建云 200,000 现金 

47 刘蓉 200,000 现金 

48 朱宏滨 180,000 现金 

49 欧达峰 175,000 现金 

50 钱德平 150,000 现金 

51 于友明 146,000 现金 

52 朱寿华 140,000 现金 

53 季琴 130,000 现金 

54 冒海南 122,000 现金 

55 陈国建 120,000 现金 

56 夏小琴 110,000 现金 

57 薛国仁 110,000 现金 

58 马宏云 106,000 现金 

59 沈群瑶 100,485 现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 10 -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方式 

60 姚新明 100,000 现金 

61 宗序南 100,000 现金 

62 薛柏 100,000 现金 

63 周安国 100,000 现金 

64 柳海燕 100,000 现金 

65 徐洪滨 100,000 现金 

66 张亦琳 100,000 现金 

67 冒爱琴 100,000 现金 

68 戴志京 100,000 现金 

69 冒高翔 100,000 现金 

70 吴彩英 100,000 现金 

71 马泓汶 100,000 现金 

72 梅建云 100,000 现金 

73 冒海峰 100,000 现金 

74 陆建国 100,000 现金 

75 王钟山 100,000 现金 

76 黄爱英 98,000 现金 

77 李辰玲 96,000 现金 

78 许军 92,000 现金 

79 王建美 92,000 现金 

80 章有海 88,000 现金 

81 何燕 86,000 现金 

82 葛存学 82,000 现金 

83 瞿兵 80,000 现金 

84 陈建兵 80,000 现金 

85 陈家明 80,000 现金 

86 黄橙紫 76,000 现金 

87 顾丽娜 75,520 现金 

88 佘红霞 72,000 现金 

89 孙晓光 71,000 现金 

90 章峰 70,000 现金 

91 周晓聪 67,370 现金 

92 杨晓敏 66,000 现金 

93 张昌兵 63,046 现金 

94 张云 60,000 现金 

95 魏晓枫 60,000 现金 

96 鞠建云 60,000 现金 

97 陆双勇 60,000 现金 

98 孙书华 59,600 现金 

99 徐明珍 56,000 现金 

100 冯慧敏 56,000 现金 

101 张燕 55,000 现金 

102 姚新红 54,000 现金 

103 陈桂兰 53,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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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方式 

104 环春兰 50,000 现金 

105 夏进 50,000 现金 

106 吴玉兰 50,000 现金 

107 周荣生 50,000 现金 

108 郭威廉 50,000 现金 

109 沈阳 50,000 现金 

110 祝巍伟 50,000 现金 

111 余琦涛 50,000 现金 

112 王志刚 50,000 现金 

113 缪世良 50,000 现金 

114 符敦慧 50,000 现金 

115 刘培华 50,000 现金 

116 张加佳 50,000 现金 

117 缪颖 50,000 现金 

118 杜爱华 50,000 现金 

119 顾小妹 50,000 现金 

120 陈春蛟 46,000 现金 

121 毛晓丽 46,000 现金 

122 柳崇英 46,000 现金 

123 唐剑娟 46,000 现金 

124 吴海萍 45,892 现金 

125 闵乃琴 42,000 现金 

126 冒桂兰 42,000 现金 

127 王锦芳 40,222 现金 

128 陈维 40,000 现金 

129 佘捷芹 39,266 现金 

130 袁奕 36,000 现金 

131 申启红 35,000 现金 

132 沈杰 34,000 现金 

133 柳青松 34,000 现金 

134 沈新 34,000 现金 

135 管丽君 32,464 现金 

136 严宏凤 32,000 现金 

137 杨晓燕 31,500 现金 

138 俞斌 30,000 现金 

139 方岭 30,000 现金 

140 吴宝华 30,000 现金 

141 颜桂芳 30,000 现金 

142 陈慧 30,000 现金 

143 高小娟 30,000 现金 

144 陈国明 30,000 现金 

145 陈晓莲 30,000 现金 

146 徐新荣 28,224 现金 

147 马辉 28,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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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方式 

148 宗翠湘 26,000 现金 

149 吴义华 26,000 现金 

150 袁元 26,000 现金 

151 姚新明 26,000 现金 

152 张林琪 26,000 现金 

153 邹小涛 26,000 现金 

154 张小燕 26,000 现金 

155 吕行艮 25,676 现金 

156 尤佳 25,000 现金 

157 朱国庆 25,000 现金 

158 田湘 25,000 现金 

159 孙歌华 24,586 现金 

160 陈杰 24,586 现金 

161 洪素华 24,478 现金 

162 刘涵 24,000 现金 

163 吴疆 23,800 现金 

164 陈海军 23,600 现金 

165 宗迎娟 23,000 现金 

166 曹国建 23,000 现金 

167 王晓艳 22,500 现金 

168 臧继军 22,346 现金 

169 陈斌 22,000 现金 

170 刘书梅 20,000 现金 

171 丁童童 20,000 现金 

172 张秀荣 20,000 现金 

173 肖继祥 20,000 现金 

174 王永祥 20,000 现金 

175 喻建成 20,000 现金 

176 郑汉余 20,000 现金 

177 王建华 20,000 现金 

178 宋雪莲 20,000 现金 

179 王晓敏 20,000 现金 

180 薛群 20,000 现金 

181 焦静晶 20,000 现金 

182 许金华 20,000 现金 

183 于红 20,000 现金 

184 张美莲 15,000 现金 

185 张健 14,000 现金 

186 仇兰芳 13,600 现金 

187 吴建兰 12,186 现金 

188 许慧 12,000 现金 

189 高翠红 12,000 现金 

190 陈晶 12,000 现金 

191 张鑫 12,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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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方式 

192 朱淋淋 10,000 现金 

193 吴建华 10,000 现金 

194 陈晶晶 10,000 现金 

195 石翠兰 10,000 现金 

196 曹敏 10,000 现金 

197 高达 10,000 现金 

198 吴有建 10,000 现金 

199 朱来珍 10,000 现金 

200 陈军 6,402 现金 

201 何明治 6,000 现金 

202 潘爱萍 6,000 现金 

203 申元浩 5,000 现金 

204 吴建国 5,000 现金 

205 卞达 5,000 现金 

206 马俊芳 4,586 现金 

207 宗美兰 2,276 现金 

208 王晓琴 2,000 现金 

209 冒咏红 400 现金 

2、新增股东：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方式 

1 上海鼎樊实业有限公司 49,000,000 现金 

2 杨骏 20,000,000 现金 

3 赵嬿妮 20,000,000 现金 

4 薛名遐 20,000,000 现金 

5 许钱 11,000,000 现金 

6 南通科尔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7 江苏城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8 马平华 5,000,000 现金 

9 丁晓丽 5,000,000 现金 

10 金丰 5,000,000 现金 

11 余山 5,000,000 现金 

经核查如皋银行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营业执照、审计报

告、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等资料，自然人投资者提供的身份证、新三板开

户证明等资料，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 209 名投资者系公司原股东；11 名新增投

资者中 3 名为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8 名为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的合格自然人投资者，且 11 名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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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均已开立新三板相关证券账户，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的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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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具体分析如下： 

（一）如皋银行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董

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5 人，会议审议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提案、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

议》的提案，上述提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鉴于本次

定向发行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建平先生、黄迅先生、宋小忠先生、金丰先

生及郭璟先生履行回避表决程序，相关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2、审议通过《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资金

监管协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事宜》的提

案，上述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本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 

（二）如皋银行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108 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574,133,9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会议审议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283,909,61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 0%，参会股东中共有 272 名股东有认购意向回避表决，本议案回避

表决股数 290,224,33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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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议通过《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的提案，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275,269,610 股，占出席会议

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96%，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

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8,6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04%，参会股东中共有 272

名股东有认购意向回避表决，本议案回避表决股数 290,224,336 股。 

3、审议通过《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提案，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574,033,9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8%，反对股数 1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 0.0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事宜》

的提案，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565,393,9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48%，反对股数 1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弃权股数 8,64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经核查股东大会签到表、表决票等材料，如皋银行本次 209 名参与认购的现

有股东中，194 名股东出席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江苏如皋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提案、《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的提案履行回避表决程序；15

名股东未出席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三）2017 年 9 月 29 日，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填报《国有资产评

估项目备案表》申报备案；2017 年 10 月 13 日，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转

报备案；2017 年 10 月 17 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对公司股东权益评估情况及国有股权比例变动情况予以备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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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 年 10 月 17 日，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出具“通银监复〔2017〕

109 号”《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关于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

向募股方案的批复》，同意公司上报的定向募股方案。 

（五）2017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江苏如皋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2331 号），核准公

司本次发行股票事宜。 

（六）2017 年 12 月 22 日，如皋银行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披露《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提示发行对象及时缴纳

认购资金，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缴款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6

日 17:00 前。 

（七）2017 年 12 月 26 日，如皋银行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披露《关于部分发行对象变更认购数量暨发行认购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1），披露部分发行对象认弃认购、《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中已列示的其

他发行对象追加认购数量的情况，并说明变更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八）2017 年 12 月 27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致同验字（2017）第 320ZA0016 号），对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情况予

以验证，确认本次股票发行 1,449,000,000.00 元人民币认购款项已全部到账。 

（九）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均以货币认购，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 

（十）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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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的资金已存放于公

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十一）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如皋银行是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股票发行已经获得了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且获得了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的备案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

相关要求；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合法合规；本次股票发行的法律文件真实、

合法、有效， 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对现有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安排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对象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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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现有股东均非私募基金，本次发行对象中的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

司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已经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本次

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募集资金管理与使

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及认购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应当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办理股份登记并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过

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七、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平、公正，定价结果是否合

法有效的意见 

（一）关于股票发行定价方式的说明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4 元每股。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本为 650,000,000 股，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7）第 320ZA011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江

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5 月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690,349,962.25 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4.14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公司资产质量、

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定价过程公平、公正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公司资产质量、

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定价结果合法有效的说明 

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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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017 年 9 月 28 日，该方案经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中国证监会均审核通过本次发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价格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均已在规定

期限内足额支付认购款项，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

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之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八、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是否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说明 

根据签署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股票发行方案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7）第 320ZA0016 号），主办券

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现金认购，不存在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

发行股份的情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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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事宜未做出限制性规定，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认购权，如行使优先认购权，股

东应于本次股票发行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期间（即 2017 年 9 月 22 日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向董事会办公室送达填写完整并签章确认后的认购意向书，逾期则视

为放弃该权利。 

上述优先认购安排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共有 304 名股东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了填写完

整并签章确认的优先认购意向书，拟认购股份数量如下： 

优先认购股东类型 申报户数（户） 拟认购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元） 

原法人股东 24   128,915,000.00  533,708,100.00  

原内部职工股东 128     4,338,127.00  17,959,845.78  

原外部自然人股东 152    12,352,034.00  51,137,420.76  

合计 304   145,605,161.00  602,805,366.54  

上述股东出具的《优先认购意向书》符合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公

司同意上述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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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股票发行认购协议》，原向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申报优先认购意向的 304 名股东中共计 209 名与公司签署协议，

其余 95 户放弃认购，签署协议的股东中姚依群在认购时间内未汇入认购款项放

弃认购，另有原股东佘捷芹虽未申报优先认购意向，但与公司签署《股票发行认

购协议》，同新增投资者参与认购。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因本次认购对象较

多，为便于统一安排，本次认购在册股东缴款安排与新增投资者安排一致。认购

结束后，公司优先确认在册股东认购情况，在满足在册股东认购股份数量后再行

确认新增投资者认购数量。 

2017 年 12 月 26 日，在册股东及新增投资者缴款认购，经确认：在册股东

姚依群未在规定时间内汇入认购款项，全部放弃认购；其余在册股东均按《股票

发行认购协议》约定足额汇入认购款并认购成功；另有在册股东科翔高新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魏晓枫追加认购数量，追加后实际认购总数未超《股票发行方案》

确认的发行数量上限，公司优先确认上述在册股东追加认购数量并于同日与科翔

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魏晓枫重新签署《股票发行认购协议》更正认购数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

果符合规范性要求，保障了现有股东合法权益。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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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第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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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支付分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

份支付。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以股份或者其他权益工具

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承担以

股份或者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定的交付现金或者其他资产义务的交易。本

准则所指的权益工具是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第四条规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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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五十条：公允价

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

金额。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

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仍进行交易。 

第五十一条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

于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

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

价格。 

（三）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计 220 名投资者，包括两类发行对象，分别为：

209 名公司在册股东，其中 12 名法人和 197 名自然人；11 名新增股东，其中 3

名法人和 8 名自然人。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本为 650,000,000 股，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7)第 320ZA011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江苏

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5 月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690,349,962.25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4.14 元。 

1、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公司资产质

量、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低于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定价公允； 

2、本次股票发行未设置回购条款，不存在业绩承诺等其他涉及股份支付的

履约条件； 

3、本次发行目的为提高公司的资本充足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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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从

而保障公司未来的稳健发展，不以获取发行对象的服务或者进行激励为目的。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是因业务发展需要，并非以换取服务为

目的，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4.14 元，价格公允，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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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是否存在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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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私募登记和备案办

法（试行）》”），主办券商对本次发行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是否需要按照《私

募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的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方法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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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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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股东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情况 

截至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登记在册股东 1,423

户，其中非自然人股东 106 户，自然人股东 1,317 户。经核查 106 户非自然人股

东，除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外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

金，无需办理备案登记。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在

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29456，截至本合法合

规性意见出具之日，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尚不存在备案的私募投资

基金产品。 

（二）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情

况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告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以及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本次股票发行缴款的认购对象

共 220 名，包括原股东 209 户和新增投资者 11 户，原股东中 12 户为机构股东，

197 户为自然人股东，新增投资者中 8 户为自然人投资者，3 户为机构投资者。 

经核查本次股票认购认象中 12 户原机构股东及 3 户新增机构投资者，除江

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外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

办理备案登记。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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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及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募

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涉及持股平台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告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以及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本次股票发行缴款的认购对

象共 220 名，包括 15 名机构投资者和 205 名自然人投资者。 

根据机构投资者出具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数据说明，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实际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已投资江苏正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

企业，其余机构投资者均独立开展主营业务活动，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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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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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及认购对象出具的《承诺函》、《股票发行认购协议》、认购缴

款凭证及《验资报告》等文件，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不存在

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四、关于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

特殊条款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订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认购方的基

本情况及公司出具的声明，主办券商认为，如皋银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任何对

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等安排，签订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

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五、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为公司挂牌后首次股票发行，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不存在连续发行的情形。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 23 - 

十六、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意见 

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提案；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7 年 9

月 28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

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资金监管协议》的提案；根据上述提案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行为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城支行，账户名称为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号码为

3206220441010000063253；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缴款账户为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股票发行认

购公告》及《关于部分发行对象变更认购数量暨发行认购结果的公告》，2017

年 12 月 26 日发行认购结束；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商业银行

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2017 年 12 月 27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并出具“致同验字（2017）第 320ZA0016 号”《验资报告》。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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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募集资金

专户管理的要求。 

十七、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意见 

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披露《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7-012），详

细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的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支持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并披露了本

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必要性和对监管指标的影响。 

且《股票发行方案》说明公司此前未发生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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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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对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的要求。 

十八、关于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的意见 

经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 查 询 网 （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shixin.court.gov.cn/ ） 、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信用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以及环境保护部网站（http://www.zhb.gov.cn/）等监管部门相关网站信息，并根

据如皋银行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截至本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如皋银行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等相关主体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 

十九、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核查意见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出具的“致

同专字（2017）第 320ZA0183 号” 《关于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9 月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及公司说明，公司自 2017 年 9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关联方资金往来均系正常经营业

务往来，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挂牌以来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二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全用途是否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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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及公司承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支持公司业务持续、

健康发展。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

http://wenshu.court.gov.cn/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http://shixin.court.gov.cn/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www.zh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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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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以往发行中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

募基金备案的承诺等情况 

本次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的首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往发行中构成收购的承

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 

二十二、主办券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股票认购结束后，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经核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流水，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使用本次

募集资金，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且公司签署《关于不提前使用募集

资金的承诺》，承诺在取得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不使用或转移本次股票发行

所募集资金。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

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并认为如

皋银行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票发行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且获得了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的批

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备案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合法合规；本次股

票发行的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对现有股东优先购

买权的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对象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

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本次发行对象、现有股东均非私募基金，本次发行对象中

的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已经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

台；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的限售安排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及认购对象

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应

当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股份登记并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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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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