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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上海恩捷已与知名电池厂商如CATL、LG� Chem、比亚迪、国轩高科等建立了稳

定的合作关系并形成批量供货，同时成为三星SDI在中国唯一认证供应商，销售收入延续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目前产能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为满足客户生产需要，标的公司在珠海拟建设年产10亿平

方米12条锂离子电池隔离膜生产线（含募投项目的5条生产线），即珠海恩捷锂电池隔离膜生产基

地一期项目。项目建设完成后，标的公司年产能将达到13.2亿平方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锂离子电池

隔离膜供应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恩捷将借助上市公司的融资平台，进一步加大研发和产能投入，不断提

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将公司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锂离子电池隔离膜供应商。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对方、标的资产、对价支付方式

创新股份拟通过向上海恩捷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恩捷100%的股权。

（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上海恩捷100%股权。 中企华对标的资产采用了收益法以及资产基础法

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

字（2017）第3233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上海恩捷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合并口径）为

136,648.40万元，上海恩捷100%股权评估值为550,095.24万元，评估增值率302.56%。

评估基准日后， 即2017年3月16日Tan� Kim� Chwee认缴的标的公司378.62万股注册资本的出资

款（实际支付5,457,994美元，按当天的基准买入价1美元=6.8860元人民币计算，为3,758.37万元）及

Alex� Cheng认缴的标的公司121.68万股注册资本的出资款（实际支付1,769,970美元，按当天的基准

买入价1美元=6.8860元人民币计算，为1,218.80万元）缴付到位，合计4,977.18万元。 评估师在本次评

估时未考虑上述出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综上，考虑到该部分现金出资对标的资产的影响，经各方协商，标的资产作价为555,000万元。

（三）发行股份价格及对价情况

1、种类及面值

本次购买资产拟新增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上海恩捷全体股东，具体见“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

情况” 。

4、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本次用于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价格按照市场参考价确定， 市场参考价的选择依据为创新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51.56元/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增发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

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K，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息为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并向上取整，则：

（1）派息：P1=P0-D；（2）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3）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

（1＋K）；（4）假设前述三项同时进行：P0＝（P0－D＋AK）/（1＋K＋N）。

2017年4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7年6月9日，该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上市公司总股本由133,

880,000股增至136,450,000股。

2017年4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36,4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35873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17年6月19日，公司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50.83元/股。

5、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收购

价格÷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由交易对方无偿赠与创新股份。 交易对方按照各

自持有的、拟用于认购创新股份本次发行股份的标的资产价值确定各自应认购的股份数量。创新股

份拟向交易对方发行合计109,187,476股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标的股份

（万股）

出资比例 总对价（元） 股份对价（股）

1 Paul Xiaoming Lee 7,232.3133 18.58% 1,031,300,655 20,289,212

2

李晓华

7,164.4727 18.41% 1,021,626,841 20,098,895

3

王毓华

4,541.6079 11.67% 647,616,193 12,740,826

4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3,890.5571 10.00% 554,778,799 10,914,396

5 Sherry Lee 2,022.5955 5.20% 288,414,506 5,674,100

6 Tan Kim Chwee 2,001.2548 5.14% 285,371,402 5,614,231

7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04.0749 5.15% 285,773,538 5,622,143

8

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

伙）

1,592.9468 4.09% 227,148,218 4,468,782

9 Yan Ma 1,264.1365 3.25% 180,261,107 3,546,352

10

黄蜀华

1,335.8909 3.43% 190,493,014 3,747,649

11

张韬

1,021.0015 2.62% 145,590,971 2,864,272

12

高翔

748.7993 1.92% 106,775,962 2,100,648

13

何宝华

815.7345 2.10% 116,320,669 2,288,425

14

黄雨辰

628.4136 1.61% 89,609,414 1,762,923

15 Alex Cheng 595.4401 1.53% 84,907,517 1,670,421

16

胡甲东

489.2381 1.26% 69,763,512 1,372,486

17

王驰宙

469.1821 1.21% 66,903,602 1,316,222

18

蒋新民

389.4371 1.00% 55,532,265 1,092,509

19

张方

216.6247 0.56% 30,889,867 607,709

20

张梵

216.6247 0.56% 30,889,867 607,709

21

郑梅

135.7373 0.35% 19,355,628 380,791

22

刘卫

75.0000 0.19% 10,694,718 210,401

23

杜军

40.0000 0.10% 5,703,849 112,214

24

曹犇

30.0000 0.08% 4,277,887 84,160

合计

38,921.0834 100.00% 5,550,000,000 109,187,476

上述最终股份发行数量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6、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之新增发行股票的拟上市交易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四）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详见本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

内容/（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锁定期安排” 。 具体锁定说明如下：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二）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三）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

个月。 ”

针对《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假设中国证监会及深圳交易所认定的交

易对方持续拥有标的公司权益的时间是自取得标的公司权益股份的工商登记日至本次交易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的期间计算，同时假设本次交易在2017年11月交割完毕，那么交易

对方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对价（股）

锁定期

≥36

个月（股）

锁定

12

个月

（股）

①

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锁定

36

个月

②

持标的公司股

权不足

12

个月

锁定

36

个月

③

承诺至少

25%

的股票要锁定

36

个月

MAX

（

①,②,③

）

1

Paul

Xiaoming

Lee

20,289,212 20,289,212 - - 20,289,212 -

2

李晓华

20,098,895 20,098,895 - - 20,098,895 -

3

王毓华

12,740,826 12,740,826 - - 12,740,826 -

4

华辰投资

10,914,396 - 1,402,678 2,728,599 2,728,599 8,185,797

5 Sherry Lee 5,674,100 5,674,100 - - 5,674,100

6

Tan Kim

Chwee

5,614,231 - 1,062,162 1,403,558 1,403,558 4,210,673

7

先进制造

基金

5,622,143 - 1,153,325 288,332 1,153,325 4,468,818

8

珠海恒捷

4,468,782 4,468,782 - - 4,468,782 -

9 Yan Ma 3,546,352 3,546,352 - - 3,546,352 -

10

黄蜀华

3,747,649 - 709,022 936,913 936,913 2,810,736

11

张韬

2,864,272 - 585,302 716,068 716,068 2,148,204

12

高翔

2,100,648 - 480,488 525,162 525,162 1,575,486

13

何宝华

2,288,425 - 467,630 572,107 572,107 1,716,318

14

黄雨辰

1,762,923 - 360,246 440,731 440,731 1,322,192

15 Alex Cheng 1,670,421 - 341,344 417,606 417,606 1,252,815

16

胡甲东

1,372,486 - 98,188 343,122 343,122 1,029,364

17

王驰宙

1,316,222 - 176,738 329,056 329,056 987,166

18

蒋新民

1,092,509 - - 273,128 273,128 819,381

19

张方

607,709 - 156,077 151,928 151,928 451,632

20

张梵

607,709 - - 151,928 151,928 455,781

21

郑梅

380,791 - 77,813 95,198 95,198 285,593

22

刘卫

210,401 - 210,401 52,601 210,401 -

23

杜军

112,214 - 112,214 28,054 112,214 -

24

曹犇

84,160 - 84,160 21,040 84,160 -

合计

109,187,476 66,818,167 7,477,788 9,475,131 77,463,371 31,719,956

四、配套募集资金的具体方案

本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

000.00万元， 且募集资金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取两者融资金额的孰

低值）。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 确定发行

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用途：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实施主体 资金投入方式

1

隔膜

1

期年产量达

41,666.67

万平方米的

5

条湿法生产线

76,500.00

珠海恩捷 增资或借款

2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3,500.00

上市公司

-

合计

80,0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 以询价方式认购配套资金的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

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在募集配套资金失败或募集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下，公司将

以自有资金或采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解决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若本次购买资产于2017年内完成，补偿期限为2017年、

2018年及2019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78亿元、5.55亿元和7.63亿元。 若本

次交易于2018年内完成， 补偿期限为2018年、2019年及2020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5.55亿元、7.63亿元和8.52亿元。

上市公司应当在补偿期限内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时对上海恩捷当年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净利润预

测数的差异进行审核， 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该专项审核意见应基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出具的上海恩捷备考合并报告）。净利润差额将按照净

利润预测数减去实际净利润数计算，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为准。上述净利润均为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与《评估报告》中的净利润口径一致，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且应剔除因上海恩

捷2017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提的管理费用及配套募集资金项目对净利润的影响）。

若上海恩捷在补偿期限内截至任一年度末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年度末累积净利润

承诺数，补偿义务人将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补偿该等差额；若实际净利润数高于或等

于净利润承诺数，则补偿义务人无需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办法见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本次交易合

同的主要内容/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业绩承诺的合理性说明

1、业绩承诺与评估预测差异及可实现性

（1）业绩承诺与收益法估值中的净利润基本一致

本次承诺业绩是依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3233号《评估报告》中收益法预测

的净利润，经交易各方协商，以亿元为单位向上取两位小数确定。

标的公司收益法下预测结果与交易对方承诺业绩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收益法预测净利润

37,796 55,415 76,229 85,199

业绩承诺净利润

37,800 55,500 76,300 85,200

实际业绩承诺数略高于收益法估值中的预测净利润，未导致交易对方少承担相应义务，具有合

理性。

（2）业绩承诺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①2017年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2017年1-7月，上海恩捷实现净利润25,700.43万元，已完成全年业绩承诺的67.99%，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已经审计）

a

2017

年

7

月

（未经审计）

b

2017

年

1-7

月

c=a+b

2017

年业绩承

诺数

d

2017

年

1-7

月完成业

绩承诺情况

e=d/c

剔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的

净利润

21,149.43 4,551.00 25,700.43 37,800 67.99%

上海恩捷在手订单充足。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上海恩捷已与天津力神、合肥国轩高科、比

亚迪、三星SDI、天津捷威和华明电池（深圳）等客户签订了框架协议，协议中明确了每年预计的订

货量。根据客户的预计订货量，预计2017年8-12月的订单数量为15,048万平方米，高于上海恩捷2017

年1月-7月的订单数量12,689.81万平方米。

2017年1月-7月上海恩捷各月的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合计

基膜

676.10 800.77 1,260.32 1,193.31 1,430.55 1,548.78 1,748.04 8,657.86

涂布膜

356.33 381.82 452.13 690.64 717.09 683.73 750.21 4,031.95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上海恩捷的生产线运行良好，珠海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早于预期，其

中有2条生产线将分别在2017年10月底及11月底投入生产，可以满足订单生产需要。

综上所述，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认为，根据标的公司2017年1-7月业绩情况、目前可

获得订单情况及生产线运行情况，预计完成全年业绩承诺3.78亿元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2017

年的业绩承诺可以实现。

②历史对赌协议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对先进制造基金承诺的标的公司的业绩情况及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2016 2017 2018

2015-2016

年实际净利润

2,972.26 19,963.20

2016

年

7

月先进制造基金入股时承诺净利润

- 20,000 24,000 28,800

2016年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9,963.20万元，未达到业绩承诺20,000万元，未达金额为36.80万

元，主要是受2016年底出台的《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和部分产品研

发投入等因素影响所致。

2016年7月，先进制造基金与上海恩捷、Paul� Xiaoming� Lee和李晓华签署了《关于上海恩捷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与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签署了补充《股东协议》，约定了

2016-2018年上海恩捷分别完成净利润20,000万元、24,000万元和28,800万元， 若三年实际实现的净

利润总额低于上述净利润总和，则Paul� Xiaoming� Lee和李晓华向先进制造基金进行现金赔偿。 同时

根据该等协议的对赌条款的终止条款，在标的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时，与相关监管规定或监

管要求相冲突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当中止审核或未获得审核通过或核准，前述对赌条款应当再

次生效。 标的公司自2017年2月5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与先进制

造基金的对赌义务已终止，因此上海恩捷历史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影响。

（3）行业竞争情况

从全球来看，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少数厂商如美国Celgard、日本旭化成、东丽化学、韩国SK、日本

宇部等，由于进入行业的时间较早，凭借其领先的生产技术和相应的规模化生产掌握了行业内超过

半数的市场份额。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厂商加大了对锂电池隔膜行业的投入和研发生产，以及国产化隔膜技术的

不断突破和成熟、产能不断增加，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稳步上升。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

大的情况下，国内外厂商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并逐渐突破行业内的技术垄断。 根据GGII的统

计数据，截至2015年，我国国产锂电池隔膜的产值规模达到21.3亿元，同比增长37.4%，近5年的年复

合增长率为38.36%；我国国产锂电池隔膜的销量达到6.2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9.5%，近5年的销量复

合增长率为62.75%。 因此，我国的锂电池隔膜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

与其他国内锂电池隔膜厂商相比，标的公司为国内最大的湿法锂离子隔膜供应商，并具有以下

竞争优势，使其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①技术领先。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标的公司具有强大的新产品和前瞻性技术研发

能力，产品具有优异的透气性、高孔隙率、热收缩性能、较低闭合温度和较高的熔断温度，有效改善

了电池的倍率、循环性、充放电性能、高温安全性和完整性，保证了电池的安全性能。 部分产品在孔

隙率、拉伸强度、热收缩、闭孔温度等参数上已达到国际水平，逐步替代进口中高端产品。

②大规模稳定的生产能力。 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包括LG� Chem、CATL、比亚迪、国轩高科和三星

SDI等主要的锂电池厂商，对供应商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和稳定的供货能力要求极高。 下游电池厂商

均加大投入扩大锂电池生产规模，如CATL预计到2020年锂电池隔膜其自身需求约10亿平方米/年，

仅选择少量的隔膜供应商，对于隔膜厂商提出了更高要求。 标的公司上海厂区已经投产6条基膜生

产线，随着珠海厂区12条生产线的建设完工及陆续投产使用，标的公司产能约为年产13.2亿平方米，

将成为世界领先锂离子隔膜供应商，具备大规模稳定的生产和供货能力。

③行业壁垒较高，有效新增产能释放较慢。 锂电隔膜行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涉及多

个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行业壁垒。 主要表现在：1）技术壁垒。 在设备方面：基膜生产线较为复杂，

核心设备包括投料和配料设备、挤出混合设备、流延设备、拉伸设备、分切设备、涂布设备及检测设

备等，隔膜生产商需要向各个设备生产厂家定制化采购。 另外，设备的生产周期和调试安装周期均

较长；在产品研发和工艺技术方面：锂电池行业发展日新月异，对于隔膜产品的技术性能各项指标

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通过不断的研发投入获得更高性能的复合隔膜，优良的配方设计需要不

断研发认证，短期内难以被超越。 2）资金壁垒。新建或更新基膜生产线时，投入资金较大。生产线建

设完成后，需要通过不断的设备调、研发投入、产品认证等。 因此，资金实力的雄厚决定了企业的起

点，产品质量以及日后市场地位。 3）客户壁垒。 隔膜作为锂电池的关键材料，直接关系到锂电池的

安全性、稳定性、生产成本等，影响锂电池等的品质。 因此，下游电池厂商对隔膜供应商的选择非常

慎重，执行严格的评估与准入制度，要求隔膜品质有保障且稳定供应。 一般对于一款产品认证周期

为3-6个月，知名电池厂商如三星SDI认证周期更长。上海恩捷用时两年进入三星SDI供应链，期间经

历三星SDI多次调研、技术考察和产线认证。隔膜厂商一旦进入大型电池厂商供应商目录，一般不会

随意变更，客户关系稳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珠海12条生产线的建设完工及陆续投产使用，上海恩捷将成为世界领先

锂离子隔膜供应商，其大规模生产能力、批量供货能力、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评估师及标的公司结合行业发展情况、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行业地位及未来业务

发展规划对未来业绩进行了合理预测，本次的业绩承诺是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收益

法预测的净利润确定，具有合理性。 预计未来完成业绩承诺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利润承诺指标中扣除与剔除项目的原因及合法合规性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恩捷的

利润承诺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且剔除因上海恩捷2017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提的

相关成本费用及配套募集资金项目对净利润的影响。

对于利润承诺指标中扣除与剔除的原因如下：

（1）剔除因上海恩捷2017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提的管理费用的原因

① 上海恩捷2017年度实施股权激励对标的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2017年3月6日，上海恩捷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股权激励方案及

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017年4月14日，上海恩捷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上述股权激励

方案及股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上海恩捷的40名职工将以5.5元/股的价格间接认购上海恩捷

的股本1,002.00万股，剩余珠海恒捷持有的上海恩捷590.95万股由李晓华间接持有。 因此，本次确认

的股份支付数量为1,002.00万股。 本次股权激励方案，股东与被激励对象签订合同条款约定服务期

限以及退出机制，且约定自劳动合同生效之日起5年（至2021年12月31日）内不得单方面提出辞职

或以其他方式离开上海恩捷或将已有技术及新创技术为任何第三方使用， 否则本人将无权享受在

珠海恒捷获得的合伙人权益。 该条款是对于职工未来的服务所支付的对价，因此，上海恩捷应在约

定的期限内对股份支付分期摊销，摊销的期限可为2017年4月至2021年12月，共计57个月内摊销。

参照本次交易价格55.5亿元，即14.26元/股作为股份支付的公允价值，在不考虑离职率的情况

下，上海恩捷预计未来各年确认的股份支付金额并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合计

股份支付金额（

a

）

1,385.92 1,847.90 1,847.90 1,847.90 1,847.90 8,777.52

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

b

）

b=a*(1-15%)

1,178.04 1,570.71 1,570.71 1,570.71 1,570.71 7,460.89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非经常性损益

是指公司发生的与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业务相关，

但由于该交易或事项的性质、金额和发生频率，影响了正常反映公司经营、盈利能力的各项交易、事

项产生的损益。本次股权激励由于分期摊销，并非基于核心管理和技术员工过去提供服务而进行股

份支付，而是对于员工未来服务的支付对价，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并非偶然发生事项，因此，不符合

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应计入上海恩捷的经常性损益。

② 该次股权激励在业绩承诺中予以剔除的原因

本次交易，该股权激励在业绩承诺中予以剔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业绩承诺中剔

除该股权激励费用不影响公司整体估值；第二，剔除后，业绩承诺更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A、是否剔除股权激励费用不影响公司整体估值

本次交易中，评估师选取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而收益法是以标的公司未来现金流的

折现得出。 因此本次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不会对现金流产生影响，因此剔除与否不会影响本次交

易的评估值。 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和不剔除股权激励费用的估值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业绩承诺金额

估值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在评估预测时未考虑股份支付，而在未来实际计

算净利润时剔除股权激励（

a

）

37,800.00 55,500.00 76,300.00 550,095.24

股份支付金额（

b

）

1,385.92 1,847.90 1,847.90

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c

）

c=b*(1-15%) 1,178.04 1,570.71 1,570.71

在评估预测中考虑股份支付，而在未来实际计算

净利润时不剔除股权激励（

d

）

d=a-c

36,621.96 53,929.29 74,729.29 550,095.24

由上表可见，股权激励费用作为经常性损益，是需要减少当年的经常性损益。 不剔除计入经常

性损益的股权激励费用后， 标的公司只需要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36,621.96万

元、53,929.29万元和74,729.29万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可达到550,095.24万元的估值。

B、剔除股权激励费用更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利益

两种业绩承诺方式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业绩承诺金额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方案一

在评估预测时未考虑股份支付，而在未来实际计算净

利润时剔除股权激励

37,800.00 55,500.00 76,300.00

方案二

在评估预测中考虑股份支付，而在未来实际计算净利

润时不剔除股权激励

36,621.96 53,929.29 74,729.29

方案一，在评估预测是未考虑股份支付，而在未来实际计算净利润是剔除股权激励影响，2017

年-2019年需要分别实现37,800.00万元、55,500.00万元和76,300.00万元。

方案二，在评估预测中考虑股份支付，而在未来实际计算净利润时不剔除股权激励，即按照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业绩承诺，2017-2019年需要承诺业绩应当为36,621.96万元、53,

929.29万元和74,729.29万元。

由于被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导致股权激励所计算的管理费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假设存

在部分激励对象离职的情况，那么未来实际发生的股份支付金额下降。 在该种情形下，由于方案一

已经将股份支付金额剔除，因此业绩承诺金额不受影响；而在方案二下，标的公司由于管理费用中

的股份支付金额下降，对应的营业利润亦可同等金额下降。

所以本次交易按照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的金额作为业绩承诺金额， 有利于减少因为激励对象

变动而导致的实际业绩承诺金额下降的影响，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综上，本次交易按照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的金额作为业绩承诺金额，有利于减少因为激励对象

变动而导致的实际业绩承诺金额下降的影响，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即评估师在评估预测时不

考虑股份支付的影响，而是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做剔除计算。

（2）剔除配套募集资金项目对净利润的影响的原因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为80,000万元，且募集资金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的20%（取两者融资金额的孰低值），不超过本次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扣

除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

后）的100%。 募集金额中，不超过76,500万元用于珠海恩捷隔膜1期年产量达41,666.67万平方米的5

条湿法生产线项目（该项目系珠海恩捷锂电池隔离膜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的一部分），不超过3,500万

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珠海恩捷系上海恩捷的子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发展前景较好，根据标的公司的测算，该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12亿元，对净利润的贡献不低于3.5亿元。 若不将该项目产生的收益在业绩考核时进行扣除计算，将

可能导致交易对方少担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鉴于该项目单独实施，且能够单独核算，为维护上市

利益，经交易各方协商，在未来承诺净利润中将该募投项目产生的收益剔除计算。

（3）承诺净利润剔除上述因素的影响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

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

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

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

编》之“八、《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

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应当如何理解？ ” 的相关规定，前述

净利润数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本次业绩承诺基于标的公司现金流角度及募投项目是否能够单独核算等方面进行考虑， 在未

来计算实际净利润数时将上述因素进行剔除计算，与《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

订汇编》的相关规定一致，不存在避免承担或少承担补偿义务的情形，具有合理性。

（二）业绩补偿承诺的履约能力

1、无兑付问题的股份对价所占比例较高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业绩补偿的义务人为上海恩捷全体股东，其中先进制造基金

持有上海恩捷4.0928%的股权对应的补偿义务由Paul� Xiaoming� Lee、 李晓华、 王毓华、Sherry� Lee及

Yan� Ma承担，除此之外，其他交易对方按各自持有上海恩捷的持股比例承担。

（1）Paul� Xiaoming� Lee等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锁定36个月 （合计

61.20%股份对价比例），不存在不能兑付问题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安排，

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Yan� Ma及珠海恒捷合计61.20%股权的对价股份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得对外转让，直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

履行完毕后方可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因此该类交易对方不存在业绩补偿不能兑付的问题。

（2） 先进制造基金持有上海恩捷4.0928%的股权对应的补偿义务由Paul� Xiaoming� Lee等承担，

可以存量股补偿，不存在不能兑付问题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于先进制造基金持有上海恩捷4.0928%的股权对应的补偿义务，

对应股数为446.88万股， 由Paul� Xiaoming� Lee、 李晓华、 王毓华、Sherry� Lee、Yan� Ma承担。 因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Yan� Ma系创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本次

交易前， 前述五人直接持有 （不含王毓华和李晓华通过合益投资间接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数为2,

755.65万元，高于本次补偿义务对应的股份总数。若本次换取的新股不能完全补偿，前述五人可以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存量股予以补偿。

（3） 其他交易对方承诺其各自持有上海恩捷股权的对价股份中至少有25%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个月内不得对外转让，该部分对应补偿义务不存在不能兑付的问题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除上述交易对方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承诺其各自持有上海恩

捷股权的对价股份中至少有25%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得对外转让，直至《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履行完毕后方可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

综上，本次交易中，不存在业绩补偿兑付问题的股份对价所占比例合计至少为73.96%，所占比

例较高。

2、经测算业绩补偿不能兑付的可能性较小

针对该类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安排， 以下结合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析其是否具有履行保障

能力。

2017年1-7月，上海恩捷实现净利润25,700.43万元，已完成全年业绩承诺的67.99%。 上海恩捷在

手订单充足，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上海恩捷已与天津力神、合肥国轩高科、比亚迪、三星SDI、

天津捷威和华明电池（深圳）等客户签订了框架协议，协议中明确了每年预计的订货量。 根据客户

的预计订货量，预计2017年8-12月的订单数量为15,048万平方米，高于上海恩捷2017年1月-7月的订

单数量12,689.81万平方米。 同时，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上海恩捷的生产线运行良好，珠海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早于预期，其中有2条生产线将分别在2017年10月底及11月底投入生产，可以满足订

单生产需要。 因此，2017年的业绩承诺可以实现。

假设2017年全年实现净利润4.50亿元，并按照较差利润预测2018-2019年的利润，假若2018年仅

完成预测利润的75%，2019年仅完成预测净利润的60%， 那么各交易对方总共需补偿股份数占取得

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21.93%，25%的股份锁定至补偿义务完成后解除锁定， 能够覆盖可能需要补偿

的部分，存在不能履约的可能性较小。

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承诺数

3.78 5.55 7.63 16.96

预计实际完成数

4.50 4.16 4.58 13.24

完成比例

136.83% 75.00% 60.00% 78.07%

需补偿股份数量比例

0.00% 7.18% 14.75% 21.93%

为避免上海恩捷中小股东届时持有的股份补偿不足以补偿的问题，交易各方签订了《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除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Yan� Ma和珠海恒

捷以外，其他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其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其他补偿

义务人各方选择二级市场购买股票补偿或以现金补偿。

综上，本次交易存在业绩补偿不能兑付的可能性较小，相关履约风险较小。 业绩补偿的风险已

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四）业绩补偿的风险” 予以提示。

（三）先进制造基金业绩补偿方式的设置原因、必要性以及合理性

先进制造基金参与上海恩捷两次增资，具体情况为：（1）2016年6月21日，上海恩捷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先进制造基金增资的议案， 由先进制造基金货币出资15,789.47万元认购1,592.96万股股

份（占上海恩捷目前总股本的4.0928%）。 2016年7月5日，先进制造基金与上海恩捷、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签署了《关于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约定如上海恩捷未来通

过借壳上市或重组方式实现上市， 涉及到标的公司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均由重

组前标的公司不包含先进制造基金在内的其他全体股东承担。 为快速推进本次交易并保护上市公

司利益，上海恩捷的实际控制人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及Yan� Ma自愿以连

带责任方式共同承担该等股份对应的补偿义务。（2）2016年10月27日，上海恩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增资的议案》，其中先进制造基金出资4,074.97万元认购411.11万股股份（占上海恩捷目

前总股本的1.0563%）。 在相关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各方未约定该次增资在未来重组时可能涉

及的业绩补偿的具体承担方式， 因此先进制造基金该次增资取得的上海恩捷的股份对应的补偿义

务应由其自行承担。

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及Yan� Ma系创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

成员，直接及间接持有创新股份63,637,651股股份，若未来触发业绩补偿义务且本次获得的新股不

足以补偿时，上述人员将动用老股进行补偿，因此不存在业绩补偿履约能力问题。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及国浩律师认为，鉴于先进制造基金在对上海恩捷第一次增资时的相关

协议约定，其在上海恩捷未来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不承担相关业绩对赌责任，为快速推进本次交易

及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上海恩捷实际控制人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Yan� Ma

自愿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承担先进制造基金持有上海恩捷4.0928%股权对应的业绩补偿义务。 若发

生业绩补偿情形，上海恩捷实际控制人可通过老股进行补偿，具有完成业绩补偿承诺的履约能力，

不存在履约风险。

（四）承诺期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1、各期应补偿的金额及对应的补偿方式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先进制造基金在本次购买资产之前持有的部分上

海恩捷的股权比例，即占比为4.0928%的股权，所对应的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份额，由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及Yan� Ma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承担；先进制造基金在本次购买资产

之前所持有的剩余部分上海恩捷股权，即占比为1.0563%的股权，所对应的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的份

额，由其自行承担。 除上述情形之外，上海恩捷其他股东就本协议项下的盈利预测补偿责任对上市

公司承担按份责任。

具体补偿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

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之和×本次购买资产的总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在运用上述公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为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净利润承

诺数的累计值；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的累计值。

（2）如按上述“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期限内某一年的补偿股份数量

小于0，则应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假设本次交易在2017年实施完毕， 标的公司2017年净利润为4.50亿元，2018年仅完成预测净利

润的75%、2019年仅完成仅完成预测净利润的60%，以Paul� Xiaoming� Lee为例，各年度应补偿的金额

及股份数如下：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承诺利润（万元）

37,800.00 55,500.00 76,300.00

实现利润（万元）

45,000.00 41,625.00 45,780.00

当期补偿金额（万元）

- 39,855.31 81,878.19

其中：

Paul Xiaoming Lee

当期补偿金额（万元）

7,405.91 15,214.60

当期补偿股份数（股）

- 7,840,902 16,108,240

其中：

Paul Xiaoming Lee

当期补偿股份数（股）

- 1,456,996 2,993,232

注：上表仅列示Paul� Xiaoming� Lee自身对价部分的股份补偿数量，未考虑与其家族成员共同承

担的先进制造基金的部分股份补偿数量。

上市公司应在补偿期限内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规定计算该会计年度的应补偿股份数，并且上市公司应在该期限内发出董事会通知，召开董事

会审议上市公司以1.00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的事宜。上市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后，应于10个工作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如果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注销方案，上市公司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

义务人， 股份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通知的15个工作日内与上市公司共同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应补偿股份的注销手续。自应补偿股份数确定之日至注销手续完成之前，补偿义务人就应补偿股

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如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注销方案， 上市公司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通知的30个工作日内将等同于上述应

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上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补偿义务人之外的其他股东，

按照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

赠股份。

2、保证业绩补偿义务履行采取的保障措施

为保证业绩对赌义务的履行，上市公司结合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经与交易

对方协商，确定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Yan� Ma及珠海恒捷承诺取得的上市

公司对价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得对外转让，直至业绩补偿义务完成后方可解锁。 其他

交易对方承诺其取得的上市公司对价股份中的25%的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得对外转

让，直至业绩补偿义务完成后方可解锁。

同时，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除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

王毓华、Sherry� Lee、Yan� Ma和珠海恒捷以外， 其他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各方届时

持有的股份数量时， 差额部分由其他补偿义务人各方选择以现金或从二级市场购买的上市公司股

份进行补偿。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及市

场地位，预计未来不能完成业绩承诺的可能性较小。 即便按照标的公司较差的经营情况进行估算，

即2018年及2019年仅完成承诺净利润的75%及60%， 那么交易对方相关锁定的股份也能够满足补偿

要求，因此，本次交易的相关利润补偿方案及保障措施具有可行性。

（五）承诺期后保持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1、业绩承诺期限完成后，保持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经营能力的措施

首先，标的公司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湿法锂电池隔膜供应商，其技术水平及产品质量均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标的公司将成为世界第一大锂电池隔膜供应商，

其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因业绩承诺期完成而受到影响。

其次，为实施本次整合，在交易之前，标的公司对核心员工实施了股权激励，约定员工至少为标

的公司服务五年，使得员工能够共同分享企业成长的价值，同时也使公司的利益与员工的利益深度

捆绑。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继续加大核心技术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上市公司也会择机实

施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保持标的公司核心员工的稳定，继续保持标的公司行业领先的

技术水平。

最后，为尽可能的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出具了避免了同业竞

争的承诺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同时，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对标的公司核心管

理层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Alex� Cheng等设置了竞业禁止条款，约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

人员至少在标的公司任职3年且离职后2年不得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认为：业绩承诺期限完成后，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

受到重大影响，公司采取的相关措施能够保障标的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

2、业绩承诺期限完成后，标的公司存在的主要经营风险

业绩承诺期限完成后， 标的公司存在的主要经营风险主要为该行业面临的普遍风险及标的公

司自身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行业风险中的行业波动风险、产业政策风险

和市场竞争风险，业务经营风险中的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和技术进

步和产品替代风险，其他类别风险中的环保风险、汇率波动的风险、税收优惠风险等。 上述相关风

险，公司已在本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 之“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风险”中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业绩承诺期限完成后，标的公司存在的主要经营风险主要为该行

业面临的普遍风险及标的公司自身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特有风险， 相关风险已在重组报告书做

了充分披露。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交易金额与上市公司经审计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

2016

年年报

2016

年

审计报告

占上市公司相同指

标的比例

交易作价

占上市公司相同指标

的比例

营业收入

114,616.98 49,899.21 43.54% 555,000.00

不适用

资产总额

188,993.43 159,853.59 84.58% 555,000.00 293.66%

净资产总额

157,253.98 136,648.40 86.90% 555,000.00 352.93%

注：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

2016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资产总额、净

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公司基准日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资产额

超过5,000万元，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李晓明家族直接及间接控制上海恩捷61.20%，为上海恩捷的实际控

制人；同时，李晓明家族直接及间接控制创新股份47.26%的股权，为创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为关联交易，故此本公司实施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时，已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时，将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均为李晓明家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借壳上市。

九、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已履行的程序

1、本次交易对方中机构股东华辰投资、先进制造基金、珠海恒捷已分别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

意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2、2017年5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

与各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3、2017年5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公司与交

易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4、2017年6月12日，上市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次交易相关决议且批准并

豁免李晓明家族及其关联方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创新股份的股份。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1、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第四节 备查文件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摘要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 下午2:

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一）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125号

电话：0877－8888661

传真：0877－8888677

联系人：熊炜、禹雪

（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电 话：0755－82943666

传 真：0755－82944669

联系人：张俊果、金蕊、张翰、刘栋、李玥瑶

另外， 投资者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ttp://www.cninfo.com.cn或者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查阅《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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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57� � � �证券简称：设计总院 公告编号：2017-004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163号文件《关于核准安徽省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新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8,120�万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10.44�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47,728,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50,

807,100.98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96,920,899.02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会验字[2017]4846号”《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分别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桐

城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以下统称“专户存储银行” ）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存储金额

（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营

业部

12089001040021356

提高公司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278,734,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桐城路支行

58050078801600000029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140,605,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

499020100100235655

提高公司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168,161,000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已在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其中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营业部，账号12089001040021356，该专户仅用于提高公司生产能

力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桐城路支行，

账号为 58050078801600000029,该专户仅用于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

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账号为 499020100100235655，该专户仅用于提高

公司研发能力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前述专户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及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国元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元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国元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存储银行应当

配合国元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元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4．公司授权国元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孔晶晶、佘超在专户存储银行营业时间内可以

随时到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

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

元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

对账单，并抄送给国元证券。

6．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国元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国元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元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

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元证券调查专户

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元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国元证券发现公司、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 三方监管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3299� � � � �证券简称：井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50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22

日14:00-15: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投资者说明会。 公司就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

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现将投资者说明会召

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长泉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寿松先生以及独立财务

顾问代表余姣女士出席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公司在本次会议上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规定时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答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以及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

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1：请问贵公司，本次重组目前的进度到了哪一步？

回答：投资者你好！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与相关中介机构签订了重组服务协议。 本次重

组事项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现场审计、评估、法律尽职调查等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 上市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一直保持充分交流，对重

组方案、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及交易方式等，各方正处于进一步协商沟通阶段。

问题2：我想问下公司，停牌这么久了，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如何，本次重组后上市

公司的利润水平会有什么变化，能不能给我们投资者一个答复？

回答：投资者你好！ 本次交易拟为上市公司注入优质食盐批发零售业务，上市公司食盐业

务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完善，实现食盐业务的产销一体化，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提

升，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获得丰厚的回报。 上市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工作，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待相关事项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信息披露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3：贵公司一直在公告自**日起停牌不超过*个月，现在又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 2个

月到期后会不会又继续停牌几个月？

回答：公司将于8月29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请审议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

牌2个月的议案。 公司将加快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及时申请复牌。 具体情况可关注公司发

布的重组进展公告，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问题4：徐董事长，我在停牌前买了贵公司的股票，现在等的是既高兴又担心，特别是看到

公司申请延期复牌，不会有利空吧？ 请说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延期复牌的呀？

回答：投资者你好！ 根据《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重组预案对外披露前，尚需取得江苏

省国资委等相关机构原则性同意意见。 并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及

分公司数量众多，分布在江苏省各市县，所涉及的尽职调查、评估及审计等工作程序复杂、工

作量较大，中介机构相关工作尚未最终完成。 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问题5：会有提前复牌可能吗？

回答：投资者您好！ 根据《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重大资

产重组最长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月，公司正在积极组织推进各项工作，争取尽早复牌。

问题6：请问贵公司申报的中国质量奖什么时间可以揭晓？

回答：投资者你好，具体公布的时间以国家质检总局公示为准。 谢谢您的关心！

问题7：很高兴看见贵公司此次重组能实现全产业链一体化，希望能享受销售环节的巨额

利润，贵公司的中报马上就是出来了，是否可以给投资者一个惊喜？

回答：投资者你好！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2017年8月30日公

告的2017年半年报。

问题8：我看见公司公告说此次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一直没有确定，请问现在

认购方落实没有？ 其实苏盐集团下面那么多公司，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做认购方啊？

回答： 投资者你好！ 交易对方范围初步确定为苏盐集团以及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其

中，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尚未确定。 截至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尚未签订重组框架协议或意

向协议。

问题9：请问，现在国家实行盐改了，对这次重组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业绩有多大的影响

呀？ 是利好呢还是利空？

回答：投资者你好！ 本次重组是在盐改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本次盐改规定，不再核准新增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及新增食盐批发企业， 同时鼓励食盐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不断做优做强。

因此，本次盐改后，食盐行业将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大型食盐企业将通过兼并重组不

断发展扩张自身的业务规模及范围。 上市公司在本次盐改后的竞争中拥有较大的优势，将通

过兼并重组等方式逐渐做大做强。

特此公告。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4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含子公司）计划使用总额

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

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7年5月22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500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的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CNJ00275” ，该产品起息日为2017年5月22日，产品到期日为2017年8月22日，预期年化收益率1.35%

-4%。【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

公司已于2017年8月22日赎回上述到期的理财产品， 实际年化收益率4.00%， 收回本金3,

5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352,876.71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合作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起息日 终止日 状态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实际年化收益

率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南昌路支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

款

CNJ00275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500 2017

年

5

月

22

日

2017

年

8

月

22

日 已赎回

1.5%-4% 4.00%

平安银行南京迈

皋桥支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

性存款（挂钩利率）

产品

本金保证

3,000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1

日 未到期

4.20%

—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

“金添利”

C54

号

本金保障

型

7,000 2017

年

6

月

7

日

2017

年

10

月

10

日 未到期

4.90%

—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

系列尧睿九十五号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型

10,000 2017

年

5

月

4

日

2017

年

11

月

2

日 未到期

4.30%

—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

系列尧睿一百一十

八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型

6,000 2017

年

5

月

23

日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未到期

4.45%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26,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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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7年8月22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郭翥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参与表决的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的规定，公

司编制了《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本公告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信息。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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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收到保荐

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交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

司会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告知函》中提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说

明，具体回复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上海顺灏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相关问题落实

情况的说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审核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