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416� � �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8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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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66号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6,046,1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7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柳秀导主

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汤鸿辉先生、颜勇飞先生、舒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大会；独立董事徐海滨先生、温旭辉女士、何进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蒋瑛女士、魏明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经理层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046,182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8,833,918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韶峰、黄学敏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的法律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股票代码：A股：600663� B股：900932� � � �股票简称：陆家嘴 陆家B股 编号：临2018－036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团队成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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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持基本情况：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团队成员使用2017度超额奖励，于2018年9月11

日至2018年9月12日，通过二级市场一共增持了233,300股公司A股股票（股票代码：600663），本次增持的股

票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9%。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7

年第二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实行与公司业绩指标挂钩的超额奖

励的议案》、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超额奖励分配比例的议案》。根据上述议

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团队成员（部门负责人等）获得了2017年度超额奖励，并按照规定，

于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12日， 将超额奖励所得全额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A股股票 （股票代码：

600663），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核心团队中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执行董事严格按照“如公司薪酬预算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薪酬发放规定不一致的，按孰低的原则发放其薪酬”的规定，不领取相应的超额奖励。

2、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有股票 本次增持数量 增持后持有股票

丁晓奋 副总经理 22,000 18,000 40,000

周伟民 副总经理 46,680 16,700 63,380

周 翔 副总经理 47,960 16,700 64,660

贾 伟 副总经理 28,000 15,000 43,000

王 辉 董事会秘书 29,800 14,000 43,800

胡 习 财务总监 2,600 4,400 7,000

小计 177,040 84,800 261,840

3、其他核心团队成员24人，此次一共增持了148,500股。

二、增持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也为了进一步激发公司核心团队成员的责任

感、使命感，强化目标责任意识，使其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结合，努力促进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步增

长，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2、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股票代码：600663。

3、本次增持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团队成员使用2017年度超额奖励，于

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12日，通过二级市场一共增持了233,300股公司A股股票（股票代码：600663），

本次增持的股票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9%。

4、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2017年度与公司业绩指标挂钩的超额奖励。

三、其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

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及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规定。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文汇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589� � �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18-039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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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使用不超过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经理层具体负责办

理实施，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364

天期第9号，金额为人民币9,000万元，到期日为2018年9月11日，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上述理

财产品已于2018年9月11日到期，公司已于2018年9月11日收回本金9,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457.742430万

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2018－030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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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9月10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2018年9月12日在福州市五四路210号国际大厦22层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3人，实到3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要， 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流动资金信用借款 （授信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借

款期限壹年，年利率为不超过一年期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即4.785%），借款用途为借款人及其下属

子公司日常维修、耗材采购及借款人归还他行借款。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659� � �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18-081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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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3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溧阳月泉股权的议案》，公司以现金26,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宁波鹏丰持

有的溧阳月泉66.67%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20,000万元）。

9月12日，公司接到通知，溧阳月泉电能源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后，公司直接持有溧阳月泉88.28%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安胜持有溧阳月泉11.72%股权。

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溧阳月泉电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江苏省溧阳市昆仑街道泓口路218号A幢二楼（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陈卫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13日

营业期限： 2016年12月13日至2046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薄膜、半导体专用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提供上述产

品相关的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涉及国家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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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18-058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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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对最高额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8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签订了《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说

明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500万元。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披露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8年9月12日到期收回,收回本金2,500�万元,获得收益83,630.14元。本金及收益已归

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上接B93版）

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审计机构认为： 公司测算拟置出资产过渡期损益对公司经营损益和所有者权益的测算方法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测算的影响金额无误。

问题4．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重组报告书显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

对你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应付款项净额为102,313.32万元（含本次交易的19,670.27万元）；本次交易完

成后可能形成控股股东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对此，山焦盐化承诺

其保证在你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事项前，由相应主体清偿该等债务，资金来源由山焦盐

化提供。请你公司：（1）根据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对你公司及下属公司应付款项的产生原因，说

明其中经营性往来、非经营性往来的具体金额，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在此基础上说明

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事项前解决相关债务的具体安排；（2） 说明

山焦盐化承诺提供资金的来源，保证相应主体及时偿还相关债务的具体计划和保障措施，相关承诺

应包括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不能履约时的约束措施

等。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其中经营性往来、非经营性往来的具体金额，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在此基

础上说明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事项前解决相关债务的具体安排

（一）经营性往来、非经营性往来的具体金额

根据《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山焦盐化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102,313.32万

元，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

1、本次交易完成后，因山焦盐化收购标的资产，形成对山焦盐化的其他应收款19,670.27万元。

2、因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因素，形成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及关联方的应收款净额-2,299.25万

元，其中应收账款8,696.91万元，应付账款10,513.79万元，预收账款482.37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债权项目明细：

单位：元

存续主体名称 对方单位 报表科目

截至2018年5月31日

金额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安庆南风 应收账款 3,609,384.81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安庆南风 应收账款 1,351,798.09

同庆南风 日化分公司 应收账款 11,799,370.00

淮安元明粉 安庆南风 应收账款 2,776,159.00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南风 应收账款 1,143,613.61

淮安元明粉 本溪南风 应收账款 1,326,040.00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蓉兴化工 应收账款 1,108,356.1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

司

本溪南风 应收账款 18,722,195.41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南风 应收账款 922,373.45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本溪南风 应收账款 228,478.65

同庆南风 本溪南风 应收账款 3,605,200.00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同庆洗涤 应收账款 877,464.52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洗化分公司 应收账款 651,855.95

同庆南风 西安南风 应收账款 1,973,700.28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南风 应收账款 518,836.74

同庆南风 同庆洗涤 应收账款 1,948,543.09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日化分公司 应收账款 496,500.3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

司

山西物流 应收账款 18,925,382.08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本溪南风 应收账款 373,620.00

同庆南风 安庆南风 应收账款 1,878,990.00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

日化

应收账款 364,479.10

南风化工 山西钾肥 应收账款 9,962,686.45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盐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51,437.19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 58,200.00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物流 应收账款 28,999.22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南风 应收账款 7,918.00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23,666.46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

司

西安南风 应收账款 1,317,325.00

同庆南风 贵州南风 应收账款 800,800.00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电力分公司 应收账款 15,681.20

合计 86,969,054.77

债务项目明细：

单位：元

存续主体名称 对方单位 报表科目

截至2018年5年31日

金额

南方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 山焦盐化 应付账款 48,669,298.06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销

部

山西日化 应付账款 10,521,236.3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

司

山西日化 应付账款 8,637,527.48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经销

部

山西日化 应付账款 8,474,675.5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销

部

山西日化 应付账款 4,889,319.10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淮安盐化工 应付账款 2,043,081.2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山西物流 应付账款 3,715,040.05

南风集团（运城）日化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日化 应付账款 2,534,097.29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淮安盐化工 应付账款 120,342.92

钡盐分公司 山西物流 应付账款 2,265,576.4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经销

部

安庆南风 应付账款 1,197,655.65

同庆南风 山焦盐化 应付账款 1,775,407.33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南风科技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522.0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用事业部

应付账款 376,664.00

同庆南风 山西运城盐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04,688.17

同庆南风 蓉兴化工 应付账款 9,063,347.88

钡盐分公司 山西物流 应付账款 256,676.0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销

部

西安南风 应付账款 83,160.0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销售

部

山西物流 应付账款 49,352.17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日化 应付账款 40,429.5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山西省运城盐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2,803.8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1,130.00

运城市南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焦盐化 应付账款 183,000.0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销售

部

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1,880.00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南风科技有限公司 预收款项 4,300,000.00

钡盐分公司 上海运城盐化物资经营部 预收款项 523,717.85

合计 109,961,628.95

3、因向分、子公司提供营运资金，代垫费用等原因，形成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及关联方的应收

款净额84,942.30万元，其中应收股利1,355.57万元，其他应收款95,035.63万元，其他应付款11,448.90

万元。具体如下：

债权项目明细：

单位：元

存续主体名称 对方单位 报表科目

截至2018年5月

31日金额

南风化工 本溪南风 应收股利 4,497,329.65

南风化工 山西物流 应收股利 6,058,666.95

南风化工 安庆南风 应收股利 2,999,763.36

南风化工 本溪南风 其他应收款 88,589,635.84

南风化工 山西钾肥 其他应收款 67,613,262.16

南风化工 山西物流 其他应收款 24,271,829.56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本溪南风 其他应收款 1,500,000.00

南风化工 西安南风 其他应收款 23,077,887.13

淮安元明粉 淮安盐化工 其他应收款 5,127,853.7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销

售部

淮安盐化工 其他应收款 57,760.00

南风化工 同庆洗涤 其他应收款 21,685,675.84

南风化工 安庆南风 其他应收款 20,871,180.5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运物

流分公司

山西物流 其他应收款 2,543,110.53

南风化工 洗衣连锁 其他应收款 4,901,931.18

南风化工 欧芬爱尔 其他应收款 3,952,786.93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安庆南风 其他应收款 4,500,000.00

南风化工 淮安盐化工 其他应收款 2,346,903.00

南风化工 山西日化 其他应收款 163,840.7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

分公司

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8,184.50

南风化工 电力分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711,591.10

南风化工 日化分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5,282,858.23

南风化工 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 其他应收款 94,357,984.99

南风化工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化销售部 其他应收款 98,520,531.47

南风化工 洗化分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2,242,832.34

南风化工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日化 其他应收款 10,138,690.63

合计 963,912,090.45

债务项目明细：

单位：元

存续主体名称 对方单位 报表科目

截至2018年5月31日金

额

南风化工

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昌吉分

公司

其他应付款 21,900,913.11

南风化工 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应付款 1,867,300.00

同庆南风 淮安盐化工 其他应付款 3,000,000.00

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物流 其他应付款 11,415,273.8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销

部

山西日化 其他应付款 1,695,710.00

南风化工 贵州南风 其他应付款 1,229,579.35

南风化工 山焦盐化 其他应付款 73,092,017.82

南风化工 运城市南风宾馆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49,253.00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电力分公司 其他应付款 37,971.95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元明粉分

公司

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其他应付款 201,000.00

合计 114,489,019.07

4、上述第1-2项往来款项，系日常经营业务及资产重组收购价款形成，属于经营性往来，金额合

计17,371.02万元；上述第3项往来款项形成的应收款净额84,942.30万元，系公司经营过程中，资金统

筹安排而形成，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形成控股股东山焦盐化及其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

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审计机构认为：公司确认的重组完成后可能形成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其计算方法符

合交易文件的约定，数据来源真实可靠，资金性质界定准确。

（二）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事项前解决相关债务的具体安排

针对因本次交易而可能形成的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经山焦盐化与控股股东焦煤集团沟通，焦

煤集团已承诺由其为本次交易提供资金支持以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安排如下：

1、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前，焦煤集团将与山焦盐化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由焦

煤集团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山焦盐化提供资金支持。

2、对于本次交易的对价19,670.27万元，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将在该协议生效后5

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51％，剩余款项交易对方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并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出让方支付利息，利息支付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之前与剩余49%价

款一并付清。

3、对于除本次交易对价之外的上市公司与山焦盐化的往来款净额，，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前，由山焦盐化全部偿还。

二、说明山焦盐化承诺提供资金的来源，保证相应主体及时偿还相关债务的具体计划和保障措

施，相关承诺应包括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不能履约时

的约束措施等。

（一）山焦盐化承诺提供资金的来源

经山焦盐化与控股股东焦煤集团沟通，由焦煤集团为本次交易提供资金支持。

（二）保证相应主体及时偿还相关债务的具体计划和保障措施，相关承诺应包括承诺事项的具

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不能履约时的约束措施等

1、2018年7月25日，经焦煤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焦煤集团出具了《关于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

函》，承诺：“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在符合法律法规、国资监管规定及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本

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方式有偿为山焦盐化提供本次交易所需的必要资金支持，用于支付转让对价、解

决资金占用、以及解除南风化工对置出资产提供贷款担保产生的风险。”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山焦盐化已经与焦煤集团就其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安排进行了沟通，焦煤

集团正在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公司将在焦煤集团出具或签署相关文件后及时公告。

2、履约能力分析。焦煤集团作为山西省省属国有大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经营业绩良好，

资本运作经验丰富， 无资本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具备履约能力。 具体财务指标见本回复问题2之

“一” 之“（一）”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1、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事项前解

决相关债务的具体安排具有可行性；2、 在焦煤集团的资金支持下， 山焦盐化可为相应主体提供资

金，以及时偿还相关债务。

问题5．关于关联担保。根据你公司2018年8月29日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其控股子公司南风集团

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元明粉”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城北支行签订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淮安盐化

工” ）在该支行办理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5,500万元人民币信用担保，担保期限自2018年4月20日至

2019年4月19日；该担保构成关联担保。重组报告书显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你公司对标的资产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19,035.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将变为你公司对山焦盐化及

其下属公司的关联担保。请你公司：（1）列表说明你公司及下属公司对标的资产相关主体提供担保

的时间、原因、金额、担保期限，已履行或待履行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情况；（2）说明本次交易完

成后，如发生你公司及下属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充分

保障你公司的利益；（3）说明淮安元明粉对淮安盐化工的上述关联担保审议是否及时，淮安盐化工

本次融资的用途，是否用于为山焦盐化筹措本次交易所需资金，如是，说明淮安元明粉提供本次担

保的合规性，是否损害你公司利益。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列表说明你公司及下属公司对标的资产相关主体提供担保的时间、原因、金额、担保期限，

已履行或待履行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情况；

截至2018年5月31日，公司对标的资产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止时间

形成原

因

债权人

是否已履

行决策程

序

是否履行

信披义务

贵州南风 6,000,000.00 2017/09/27-2018/09/26 借款

安顺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

发区支行

是 是

贵州南风 4,000,000.00 2017/07/21-2018/07/20 借款

贵州南风 5,000,000.00 2018/03/30-2019/03/29 借款

贵州南风 5,000,000.00 2018/04/27-2019/04/26 借款

安庆南风 10,000,000.00 2017/10/10-2018/10/09 借款 安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

狮支行（备注

1）

是 是

安庆南风 10,000,000.00 2017/10/17-2018/10/16 借款

安庆南风 4,550,000.00 2018/01/08-2018/07/08 承兑

浦发银行安

庆市分行

是 是

安庆南风 2,000,000.00 2018/01/16-2018/07/16 承兑

安庆南风 6,000,000.00 2018/01/25-2018/07/25 承兑

安庆南风 3,450,000.00 2018/02/06-2018/08/06 承兑

西安南风 10,000,000.00 2017/07/17-2018/07/16 借款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二环世

纪星支行

是 是

西安南风 10,000,000.00 2017/08/23-2018/08/22 借款

北京银行西

安分行

是 是

西安南风 35,000,000.00 2017/11/10-2018/11/09 借款

西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城西支行

是 是

西安南风 7,500,000.00 2017/09/13-2018/09/13 承兑

长安银行西

安长安区支

行

是 是

西安南风 2,500,000.00 2017/09/20-2018/09/20 承兑

西安南风 7,000,000.00 2017/09/27-2018/09/27 承兑

西安南风 3,000,000.00 2018/04/08-2018/10/08 承兑

同庆洗涤 5,000,000.00 2018/01/16-2019/01/02 借款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彭山县

支行

是 是

本溪南风 19,000,000.00 2017/06/26-2018/06/25 借款

本溪市市区

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富佳

信用社

是 是

本溪南风 25,400,000.00 2017/12/27-2018/06/26 承兑

华夏银行大

连站北支行

是 是

本溪南风 5,000,000.00 2018/03/14-2019/03/13 借款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本溪支行

尚需取得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备注2）

是

本溪南风 2,000,000.00 2018/03/28-2018/09/28 承兑

本溪南风 1,530,000.00 2018/04/10-2018/10/09 承兑

本溪南风 1,420,000.00 2018/05/10-2018/11/10 承兑

备注：1. 安庆南风在安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狮支行两笔贷款由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担

保，南风化工提供反担保；2.南风化工为本溪南风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支行办理融资业务

提供担保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中， 除本溪南风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支行办理融资业务而由南风化工提供

担保尚需取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其他担保公司均已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2018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继续为出售资产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拟将该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上述

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议案，前述担保并

不随着本次交易而变更，并且为了满足标的资产暂时的资金需求，需要公司继续为标的资产提供上

述担保至借款/票据到期日，到期后不再继续担保。

二、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如发生你公司及下属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山焦盐化及其下属

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充分保障你公司的利益

针对本次交易完成后， 因标的资产关联担保事项而发生公司及下属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风

险，山焦盐化采取了如下措施：

1、交易对方山焦盐化已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按时清偿债务，且担保到期后不再由公司进行担

保，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1）对于截至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南风化工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对本公司及其下属单

位的担保，本公司保证按时清偿债务，且担保到期后不再由南风化工进行担保。

（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因对本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担保而导致南风化工受到任何损失

或支付任何费用的，本公司同意对南风化工予以补偿。

（3）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给南风化工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2018年7月25日，经焦煤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焦煤集团出具了《关于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

函》，承诺：“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在符合法律法规、国资监管规定及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本

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方式有偿为山焦盐化提供本次交易所需的必要资金支持，用于支付转让对价、解

决资金占用、以及解除南风化工对置出资产提供贷款担保产生的风险。”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山焦盐化已经与焦煤集团就其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安排进行了沟通，焦煤

集团正在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公司将在焦煤集团出具或签署相关文件后及时公告。

三、 说明淮安元明粉对淮安盐化工的上述关联担保审议是否及时， 淮安盐化工本次融资的用

途，是否用于为山焦盐化筹措本次交易所需资金，如是，说明淮安元明粉提供本次担保的合规性，是

否损害你公司利益。

（一）说明淮安元明粉对淮安盐化工的上述关联担保审议是否及时

2018年4月20日，淮安元明粉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城北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 约定淮安元明粉为淮安盐化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城北支行在2018年4月20日

至2019年4月19日期间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

合同、出具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限额为人民币5,500.00万元。

2018年8月30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同意淮安元明

粉为淮安盐化工提供上述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担保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淮安元明粉对淮安盐化工的关联担保审议时间晚于保证合同签署时间。

（二）淮安盐化工本次融资的用途，是否用于为山焦盐化筹措本次交易所需资金

根据淮安盐化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城北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8018、2018021的

两份《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4月，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300万

元，借款用途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计划用途为购买煤炭。2016年和2017年淮安元明粉同样存在对

淮安盐化工借款提供担保并履行了相关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

由于经营情况良好，淮安盐化工已提前偿还部分贷款。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前述借款合同项下

的借款余额为2,000万元。经与被担保方淮安盐化工协商，淮安盐化工计划于公司召开审议重大资产

重组的股东大会前偿还剩余借款， 同时淮安元明粉将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城北支行

解除担保合同。公司将督促淮安盐化工尽快偿还借款，并督促淮安元明粉在淮安盐化工偿还借款后

尽快与银行解除担保合同，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1、南风化工为本溪南风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支行办理融

资业务提供担保、淮安元明粉为淮安盐化工提供担保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存在不规范情形，公司

发现后及时予以整改，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2、针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因标的资产关联担保事项而

发生公司及下属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山焦盐化已采取了相应措施，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

损失；3、淮安元明粉对淮安盐化工的担保事项对应的借款为淮安盐化工日常经营所需，不存在向山

焦盐化提供本次交易所需资金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律师认为：

1、南风化工为本溪南风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支行办理融资业务提供提保、淮安元明

粉为淮安盐化工提供担保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存在瑕疵，但相关瑕疵行为已予以纠正，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同时淮安盐化工已就提前还款作出安排，淮安元明粉也将解除与债权人

的担保合同。其他担保南风化工已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山焦盐化、焦煤集团已对上市公司可能承担担保责任风险进行承诺，焦煤集团具备为本次重

组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相关措施可有效保障上市公司不会因履行担保责任而产生实际损失。

3、淮安盐化工本次融资的用途为日常经营需要，并非为山焦盐化筹措本次交易所需资金。淮安

盐化工与淮安元明粉已就上述瑕疵担保风险制定解决措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问题6．关于人员安置方案。重组报告书显示，根据“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标的资产中非股权

类资产所涉及的相关人员由交易对方承继并负责安置， 并按照你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安

置方案执行；资产交割日后，标的资产相关的员工因劳动合同、劳动报酬或社会保险等事宜向你公

司提出的任何索赔和请求， 无论该索赔和请求依据的事实发生于职工安置方案实施之前亦或实施

之后，均由山焦盐化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请你公司：（1）结合职工安置方案内容，说

明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尚需履行哪些程序、

截至目前你公司已完成哪些程序、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执行；（2）列示被剥离的分公

司的人员数量， 明确随该部分资产转移的员工是否需解除现有劳动合同后重新与山焦盐化签署劳

动合同；说明标的资产相关员工因劳动合同、劳动报酬或社会保险等事宜向你公司提出索赔的，是

否明确由山焦盐化承担全部费用；如是，请山焦盐化补充披露相关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

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不能履约时的约束措施；如否，请你公司进一步明确相关费用的

承担主体、偿付资金的来源。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职工安置方案内容，说明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已履行必

要的审议程序，尚需履行哪些程序、截至目前你公司已完成哪些程序、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严格执行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员安置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本次交易涉及下列公司员工：山西钾肥、贵州南风等十家子公司以及洗化分公司、电力

分公司、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等。

2.员工安置原则：人随资产走；平稳操作原则；依法操作，分类安置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民主程序、民主审议原则。

3.员工安置规定：

（1）子公司员工安置

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子公司的员工继续保留原劳动合同关系， 由员工所在的子公司继续承担

该部分员工的全部责任（包括承担养老、医疗及失业等各项保险及其他依法向员工提供的福利）,

继续履行与员工根据有关法规签订的劳动合同。

（2）分公司员工安置

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分公司的员工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进行安置，由山焦盐化承继并负

责安置，包括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养老、失业及医疗等各项保险以及其他依法向员工提供的福

利，员工工龄连续计算。对于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关系的员工，按照《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分公司员工安置及相关费用由山焦盐化承

担。资产交割日后，本次交易涉及的员工因劳动合同、劳动报酬或社会保险等事宜向山焦盐化提出

的任何索赔和请求，无论索赔和请求依据的事实发生于职工安置方案实施之前亦或实施后，均由山

焦盐化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事项需经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方案已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列示被剥离的分公司的人员数量，明确随该部分资产转移的员工是否需解除现有劳动合同

后重新与山焦盐化签署劳动合同；说明标的资产相关员工因劳动合同、劳动报酬或社会保险等事宜

向你公司提出索赔的，是否明确由山焦盐化承担全部费用；如是，请山焦盐化补充披露相关承诺事

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不能履约时的约束措施；如否，请你公

司进一步明确相关费用的承担主体、偿付资金的来源。

根据相关分公司职工花名册，截至2018年8月31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分公司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分公司名称 拟剥离人员数量（人）

1 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 372

2 日化分公司 729

3 洗化分公司 397

4 电力分公司 48

5 日化销售分公司 49

合计 1595

根据职工安置方案， 随标的资产中非股权类资产转移的员工需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山焦

盐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对于不同意变更劳动关系的员工按照《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

合同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根据《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公司将就不同意变更劳动关系的员工给予经济补偿。

交易双方已在《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中对本次重组涉及的员工安置事项作出明确约定：“交割

日后，标的资产相关的职工因劳动合同、劳动报酬或社会保险等事宜向南风化工提出的任何索赔和

请求，无论该索赔和请求依据的事实发生于职工安置方案实施之前亦或实施之后，均由山焦盐化负

责解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

为保证履约能力,山焦盐化已经与焦煤集团就其协助解决职工安置进行了沟通，焦煤集团正在

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公司将在焦煤集团出具或签署相关文件后及时公告。

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于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之“（八）

员工安置”等相关章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1、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方案已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交易双方已在《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中

明确约定由山焦盐化承担员工安置事项可能产生的索赔或请求风险。

律师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律师认为：《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关于员工安置方面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协议生效后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山焦盐化将员工安置事项可能产生的索赔或请求风险承

担法律责任，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问题7．关于标的资产权属瑕疵。重组报告书显示：“交易对方已完全知悉标的资产的状况，包

括但不限于其中存在的瑕疵等情况，对该等现状和瑕疵、问题予以认可和接受，并同意按照现状受

让标的资产，承诺不会因标的资产存在瑕疵、问题要求上市公司作出其他补偿或承担责任，亦不会

因标的资产存在瑕疵、问题而单方面拒绝签署、拒绝履行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本次交易相关协

议，且交易对方将继续履行其在本次交易的所有义务、承诺及保证。……交易对方同意，因标的资产

的资产交割日之前的事实和情形所导致的相关政府机构或任何第三方对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进行

索赔、处罚或提出任何其他主张，或者因标的资产的权属瑕疵、问题而造成任何损失的，交易对方负

责处理该等第三方请求并承担全部损失和风险，不会向上市公司主张任何费用和责任。” 请你公司

列表披露存在权属瑕疵的标的资产的名称、账面价和评估值，说明该等资产是否可能因权属瑕疵、

权利负担、司法纠纷而对标的资产的交付、交接、权属变更或备案手续的办理造成实质性障碍，进而

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如是，请进一步说明交易双方就此制定的解决措施、责任承担方案。请独立

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存在权属瑕疵的标的资产

（一）无证房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 标的资产非股权类资产中无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合计为3,

824,817.71元，评估价值合计为8,696,4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建筑面积（平

米）

用途 建成年月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1 310.23 推土机工房 1980年12月 4,653.45 81,200.00

2 251.72 4T锅炉房 1989年12月 34,356.59 63,600.00

3 190.00 调度仪表室 1975年12月 2,280.00 47,500.00

4 100.00 新建干燥炉工房 2004年12月 49,316.43 57,700.00

5 141.00 Mg(OH)2工房 2002年12月 40,418.95 70,100.00

6 63.60 生活配电室 2001年12月 45,467.00 43,100.00

7 87.00 炉头控制室 2002年12月 34,684.07 48,600.00

8 120.00 蒸发工房 1989年12月 2,160.00 31,700.00

9 236.18 餐饮院大厅 1980年12月 120,540.86 105,700.00

10 230.00 配电室一破碎配电室 2002年12月 31,033.71 122,000.00

11 215.00 炉头配电室一破碎工房 2002年12月 22,344.42 120,100.00

12 78.50 生活水泵房 2001年12月 31,457.50 34,500.00

13 125.00 汽锅炉工房 1977年12月 1,845.12 32,700.00

14 300.00 氢氧化镁2#工房 1999年9月 19,455.72 132,600.00

15 100.30 20T磅房 1977年12月 1,354.05 25,100.00

16 200.00 九零硝采暖锅炉房 2000年12月 27,074.17 84,600.00

17 60.00 新建配电室 2004年12月 33,001.84 37,200.00

18 30.00 配电室 2000年12月 24,074.20 24,500.00

19 70.00 NaHS办 1989年12月 1,260.00 17,700.00

20 40.00 推土机工房 1980年12月 15,420.51 12,400.00

21 84.20 修理工房 1980年12月 1,132.26 22,000.00

22 100.00 冷冻工房 1989年12月 10,752.99 26,500.00

23 184.20 电话室 1977年12月 1,105.20 36,200.00

24 89.00 会议室 1980年12月 7,294.25 22,200.00

25 93.08 采暖锅炉房 1980年12月 882.00 23,300.00

26 80.52 冷冻工房 1991年12月 845.46 19,400.00

27 45.00 水泵房控制室 2004年6月 14,250.07 18,500.00

28 120.00 配电室一硫酸钡洗水干燥 2002年12月 20,624.70 63,700.00

29 130.00 配电室一氯化钡循环水工房 2002年12月 19,241.01 72,600.00

30 130.00 西变电站一1000KVA配电室 2002年12月 19,241.01 69,000.00

31 - Na2S工房维修 2002年12月 12,444.32 -

32 110.00 配电室一氯化钡蒸发配电室 2002年12月 17,999.84 58,400.00

33 75.00 配电室一硫酸钡配电室 2002年12月 14,399.43 39,800.00

34 40.00 水泵房控制室 2004年6月 12,666.49 16,400.00

35 14.00 配电室 1980年12月 7,082.03 6,200.00

36 209.82 精制工房 1980年12月 6,300.22 54,900.00

37 125.95 配电室一化验室 2002年12月 11,171.89 66,900.00

38 20.00 厕所、配电室 2000年12月 10,133.98 10,200.00

39 120.00 配电室一水处理 2002年12月 11,171.89 63,700.00

40 - 结晶工房维修 2002年12月 8,441.85 -

41 60.00 站台办公室 2004年12月 8,422.47 35,600.00

42 14.00 餐饮院配电室 1980年12月 1,810.55 4,200.00

43 75.00 配电室一4T锅炉 2002年12月 9,310.27 39,800.00

44 50.00 车库 2003年12月 8,083.27 24,600.00

45 248.33 化验室 1989年12月 304.56 79,500.00

46 26.00 化验室 1993年12月 219.22 10,300.00

47 80.00 氢氧化镁除硫工房 1999年9月 2,496.06 35,400.00

48 51.20 茶炉房 2000年12月 1,325.55 21,600.00

49 60.00 配电操作室 2009年12月 16,074.57 44,000.00

50 51.50 高压配电工房 2011年12月 78,384.72 90,300.00

51 112.00 汽轮机工房 2011年12月 142,547.33 164,500.00

52 - 自动化包装控制室 2014年12月 62,080.88 -

53 2,757.40 站台仓库-2 2014年12月 214,226.99 1,010,900.00

54 188.00 职工浴室工程 2016年12月 339,265.12 360,200.00

55 144.00 钢结构工房 2016年12月 212,382.08 232,800.00

56 1,300.00 办公楼 1991年6月 109,819.21 666,000.00

57 156.80 汽车库 1986年6月 8,755.86 42,300.00

58 497.50 材料库 1986年6月 22,041.21 123,700.00

59 197.80 试修工房 1987年6月 26,767.26 52,200.00

60 381.00 配电室 1987年6月 65,488.49 175,500.00

61 160.40 10KV配电室 1987年6月 2,887.02 38,500.00

62 150.06 试验工房 1988年6月 9,681.09 33,700.00

63 406.62 主控配电室 2001年12月 262,123.90 376,200.00

64 277.90 35KV控制室 2002年12月 284,548.04 305,200.00

65 2,491.50 办公楼 2003年5月 865,274.61 2,151,400.00

66 339.00 试修工房 2003年12月 204,562.44 349,500.00

67 20.90 食堂储藏室 1987年6月 125.40 4,900.00

68 158.50 职工食堂 1987年6月 5,625.30 45,000.00

69 347.40 变电宿舍 1987年6月 9,558.22 102,800.00

70 104.40 变电宿舍 1984年6月 2,870.86 26,100.00

71 176.00 变电宿舍 1989年6月 13,049.05 58,200.00

72 174.00 变电宿舍 1990年6月 15,606.01 60,200.00

73 166.32 西排房 1972年6月 1,496.88 24,400.00

74 166.32 西南排房 1972年6月 1,496.88 24,400.00

75 - 淋浴室 2015年12月 66,726.86 -

合计 16,309.15 3,824,817.71 8,696,400.00

（二）所有权人与证载权利人不一致的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 标的资产非股权类资产中2辆机动车存在产权瑕疵， 账面价值合计为13,

260.00元，评估价值合计为9,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所有权人 证载权利人 号牌号码 品牌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1

钡盐分公司硫化

碱部

王西功 晋M18332 帕萨特SVW71830JI 8,100.00 3,000.00

2 日化销售分公司 山西金甲化工有限公司、王西功 晋M28368 桑塔纳SVW7182CFI 5,160.00 6,000.00

合计 13,260.00 9,000.00

（三）存在权利限制的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非股权类资产（包括日化分公司和洗化分公司资产）中1宗土地使用权（编

号：运政国用（2009）第00377号）和2个房屋所有权（编号：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1216576号和

房权证运字第03200545号）存在用于对上市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贷款机构 借款起止日期 期末余额 涉及本次重组的抵押物权证编号

1 焦煤财务公司 2018.1至2019.1 15,000.00

运政国用(2009)第00377号、运城市

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1216576号

2

华夏银行太原分行 2015.8至2018.8 5,250.00

房权证运字第03200545号

华夏银行太原分行 2015.9至2018.9 7,950.00

1、上述第1项抵押资产为南风化工向焦煤财务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所致，金额为15,000.00万元。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与焦煤财务公司的借款合同仍在履行当中，就本次资产转让事项，南风化

工尚需取得焦煤财务公司的同意。若南风化工无法取得相关权利人关于同意转让的书面确认文件，

南风化工将于资产交割日前偿还抵押物涉及的债务。

2、2018年8月30日，公司已偿还华夏银行太原分行贷款13,200.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公司正在

办理解除编号房权证运字第03200545号的房屋所有权抵押登记的相关手续。

综上，上述标的资产权利限制情形不会对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构成实质障碍。

（四）融资租赁资产

2016年4月22日，南风化工与中航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根据该合同，中航租赁支付南风

化工租赁物购买价款20,000.00万元，租赁设备共1,544项，租赁期限为60个月，租赁期满后南风化工

以1.00万元价款购回该资产。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涉及本次交易的机器设备共755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所属分公司 数量 资产原值 评估价值

1 钡盐分公司 305 4,355.84 5,563.78

2 日化分公司 155 3,620.28 3,681.84

3 洗化分公司 295 2,220.68 3,156.66

合计 755 10,196.80 12,402.28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南风化工已归还本金7,000.00万元，本金余额为13,000.00万元。

2018年8月10日，中航租赁出具《关于同意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前回购部分租赁物的

回函》，同意南风化工以5,622.00元提前回购上述755项设备，上述情形不会对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

构成实质障碍。

除上述情况外，标的资产中其他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二、权属瑕疵的标的资产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对于上述无证房产和所有权人和证载权利人不一致的资产将通过交付方式进行交割， 不涉及

相关产权的过户。对于权利受限资产及融资租赁资产，公司已采取了提前还款及回购等措施。上述

事项不会构成对标的资产交付、交接、权属变更或备案手续的办理的实质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双方已就标的资产交付进行了明确约定，对于标的资产中存

在权属瑕疵的资产，公司已采取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不会对标的资产交付、交接、权属变更或备

案手续的办理构成实质性障碍。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交易双方已就标的资产交付进行明确约定，交接确认书签署后，即视为南风

化工履行了标的资产的交付义务，交付完成后，山焦盐化履行全部资产之管理职责并承担所有变更

登记、过户手续相关的法律风险和责任，标的资产存在的权属瑕疵、权利限制等事项不会对标的资

产的交付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本次交易及上市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8．关于债务处置。根据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中涉及的部分负债的转移尚需取得债权人同

意，如不同意债务转移的债权人向你公司索债的，你公司需先行偿付而后再向交易对方追偿。请你

公司：（1）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以下简称《26号准则》）的有关规定，补充披露未获得同意部分的债务形成原因、到期日，截至

目前与债权人协商的具体进展，以及进一步推进该项工作的具体安排；（2）说明上述偿债方案是否

可能造成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是否可能对你公司的正常经营或

资金周转带来不利影响，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应保障措施，并明确双方的违约责任。请独立财务顾

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以下简称《26号准则》）的有关规定，补充披露未获得同意部分的债务形成原因、到期日，截至目

前与债权人协商的具体进展，以及进一步推进该项工作的具体安排

公司本次交易不涉及金融债权人，未取得回函部分主要由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形成，其中应付

账款主要由购货款和暂估物资构成；预收账款基本为货款形成。具体分析如下：

1、时间分布

模拟置入山西日化的日化分公司、洗化分公司

项目 1年以内 1-3年 3年以上

应付账款

金额（万元） 9,019.71 196.52 1,069.42

笔数 178 37 137

预收账款

金额（万元） 885.68 2.49 17.06

笔数 492 6 17

其他非股权资产

项目 1年以内 1-3年 3年以上

应付账款

金额（万元） 12,163.15 772.79 547.07

笔数 118 67 183

预收账款

金额（万元） 83.07 76.70 95.30

笔数 25 46 297

2、金额分布

模拟置入山西日化的日化分公司、洗化分公司

项目 10万元及以上 [1-10)万元 1万元以下

应付账款 笔数 81 123 148

预收账款 笔数 12 106 397

其他非股权资产

项目 10万元及以上 [1-10)万元 1万元以下

应付账款 笔数 101 103 164

预收账款 笔数 7 36 298

上述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回函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

1、金额以1万元以下的债权人数量较多、发函工作量大，难以保证对方对函证的重视；

2、 非股权类资产的应付账款中， 单项最大金额为运城市腾杰佳贸易有限公司购煤款2,

381.45万元（占非股权类资产应付账款余额的17.66%），由于对方提起诉讼，未能取得其同意

函。2018年6月19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晋08民初88号民事调解书，经调解

南风化工需向原告运城市腾杰佳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煤款2,413.82万元。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南风

化工已支付520.00万元。

3、部分债务因形成时间较长（如合同尾款）等，债权人长时间未向公司追索，公司亦难以与债

权人取得联系；

为进一步争取债权人同意，公司拟进行的安排如下：

1、积极与金额较大的债权人沟通，阐明相关回函的意义及其拥有的权利；

2、进一步尝试与难以取得联系的债权人取得联系并向其发函。

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于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之“（七）

与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的处理”等相关章节。

二、说明上述偿债方案是否可能造成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

否可能对你公司的正常经营或资金周转带来不利影响，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应保障措施，并明确双

方的违约责任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如果公司未能取得其债权人的书面同意，相应债

权人要求履行时，由公司先行偿还债务并书面通知山焦盐化，山焦盐化应在接到南风化工通知后十

（10）日内将该等款项全额支付给南风化工，并承担南风化工为其所支付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山焦盐化已经与焦煤集团就承诺为债务处置提供资金支持进行了协商，焦

煤集团正在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公司将在焦煤集团出具或签署相关文件后及时公告。

结合本次偿债安排，本次交易不会造成关联方对南风化工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会对其正常

经营或资金周转带来不利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资金安排不会造成关联方对南风化工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不会对其正常经营或资金周转带来不利影响。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 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涉及的偿债安排不会形成关联方对南风化工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不会对其正常经营或资金周转带来不利影响。

问题9．关于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主营业务将变

为元明粉等无机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基于无机盐产品和日用洗涤剂产品之间存在的上下游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原内部交易将变为与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山焦盐化对

此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请你公司：（1）结合你公司与标的资产历史发生交易的类

型、金额，以及该等交易在你公司营业收入、利润等关键财务指标中所占的比重，说明你公司未来主

要客户是否过于单一、 是否可能形成你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本次重组是否符合

《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要求；（2）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与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将采取的交易模式、定价方式（成本加成、市价等）、会计处理方法，并说明

确保关联交易公允性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你公司与标的资产历史发生交易的类型、金额，以及该等交易在你公司营业收入、利润

等关键财务指标中所占的比重，说明你公司未来主要客户是否过于单一、是否可能形成你公司对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的重大依赖、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要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与标的资产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公司销售自产的元明粉

等无机盐产品。最近两年，公司向标的资产销售元明粉等无机盐产品的交易情况如下：

期间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A） 上市公司元明粉销售收入（万元）（B） A/B

2017年 2,857.06 55,801.92 5.12%

2016年 2,582.05 45,131.07 5.72%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标的资产的关联销售占公司同类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较

小。元明粉用途较为广泛，除可作为洗涤剂填充材料外，在玻璃、纺织、化工制造、有色金属冶金、造

纸等方面也有应用。公司作为全国重要的无机盐生产基地之一，多年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客户资源

和销售渠道。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造成公司客户过于单一或生产交易形成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重

大依赖，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

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二、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与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将采取的交易

模式、定价方式（成本加成、市价等）、会计处理方法，并说明确保关联交易公允性的具体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与山焦盐化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继续以市场化的定价模式

为基础进行合作。

公司已按照上市规则、治理规范等规定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决策制

度。公司将履行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同时，为避免关联交易对公司利益造成侵害，山焦盐化、焦煤集团已分别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详见重组报告书披露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南风化工不会形成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重大

依赖，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要求。

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审计机构认为：公司统计的数据来源可靠，结果准确。公司依据计算结果确认的交易完成后不

会形成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重大依赖的结论是恰当的。

问题10.�关于同业竞争。重组报告书显示，山焦盐化子公司淮安盐化工、四川蓉兴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蓉兴化工” ）与你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此次被剥离的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未来如

恢复生产，也将与你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山焦盐化、焦煤集团的承诺，在条件成熟后3年内淮安盐化

工、蓉兴化工两公司的股权将被置入你公司，或者将被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以彻底解决同

业竞争问题。请你公司：（1）结合淮安盐化工、蓉兴化工、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以往年度的年产量、

营业收入及其与你公司同类产品相关财务数据的对比情况， 量化分析三者与你公司同业竞争的程

度；（2）补充披露同业竞争相关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

对策、不能履约时的约束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淮安盐化工、蓉兴化工、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以往年度的年产量、营业收入及其与你公

司同类产品相关财务数据的对比情况，量化分析三者与你公司同业竞争的程度

1、关于元明粉的同业竞争

淮安盐化工和蓉兴化工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产品为元明粉。最近三年，该两公司与南风

化工元明粉生产单位的产量、收入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产量

（万吨）

营业收入

（万元）

产量

（万吨）

营业收入

（万元）

产量

（万吨）

营业收入

（万元）

淮安盐化工 40.05 16,515.84 37.31 11,667.60 32.85 8,594.88

蓉兴化工 30.44 9,772.18 17.66 3,369.87 25.80 4,791.45

小计 70.49 26,288.02 54.97 15,037.47 58.65 13,386.33

同庆南风 49.45 30,071.35 52.57 19,420.93 47.83 18,929.14

淮安元明粉 28.51 15,518.02 26.43 13,758.92 25.06 10,904.93

元明粉分公司 8.69 3,496.56 26.46 5,724.01 20.64 6,080.16

小计 86.65 49,085.93 105.46 38,903.86 93.53 35,914.23

公司2013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与四川蓉兴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品包销协议的议案》，根据协议约定，蓉兴化工生产的所有元明粉产品必须交

由同庆南风销售。目前，该协议正常履行。因此，蓉兴化工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剔除蓉兴化工后，淮安盐化工2015-2017年的元明粉销售收入占公司同类型产品收入的比例为

23.93%，29.99%，33.65%。南风化工按照其销售规模收取品牌使用费。

为彻底解决与淮安盐化工之间的同业竞争，山焦盐化及焦煤集团已出具承诺，在条件成熟后3

年内将上述两公司股权置入南风化工，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此期间，保证蓉兴化工、淮安盐化

工生产的全部元明粉产品均由南风化工负责销售。

2、关于硫化碱的同业竞争

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与上市公司钡盐分公司-九厂的两条生产线工艺不同，前者主要产品为硫

化碱，同时有部分硫酸钡副产品；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保留的九厂主产硫酸钡，同时伴随有部分

硫化碱副产品。最近三年产量及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产量

（万吨）

营业收入

（万元）

产量

（万吨）

营业收入

（万元）

产量

（万吨）

营业收入

（万元）

硫化碱

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A） 0.36 1,085.82 6.73 12,791.41 6.65 11,757.06

九厂（B） 1.80 4,675.62 1.54 3,852.38 1.74 3,411.75

A/B 20.00% 23.22% 437.01% 332.04% 382.18% 344.60%

硫酸钡

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C） 0.013 33.47 0.65 960.94 0.65 985.00

九厂（D） 4.10 8,636.02 4.07 8,529.85 4.23 8,170.84

C/D 0.32% 0.39% 15.97% 11.27% 15.37% 12.06%

本次交易完成后，硫化碱分部与公司不存在实质同业竞争：

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硫化碱仅为硫酸钡生产线的副产品，产量和收入规模较小，不再是公

司的主要产品；

2、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因环保政策等影响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复产及复产后产量存在不确定

性；

3、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的硫酸钡产量很低，即使复产较公司现有硫酸钡产量仍有较大差距；

4、山焦盐化已承诺若钡盐分公司硫化碱部恢复生产后，拟通过全部产品由上市公司包销的方

式避免本次交易后产生同业竞争。

二、补充披露同业竞争相关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

对策、不能履约时的约束措施

（一）关于承诺的具体内容及履约方式、违约安排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山焦盐化已经与焦煤集团就补充细化《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进行了

协商，焦煤集团正在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公司将在焦煤集团出具或签署相关文件后及时公告。

（二）焦煤集团的履约能力分析

关于焦煤集团的履约能力详见本回复问题2之“一” 之“（一）” 。

（三）关于风险提示

针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较多承诺事项而形成的履约风险，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及“第十一章 风险因素” 中予以披露：

“相关承诺方未履行承诺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关联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解决以及本次交易后的同业竞争、关联交易

的规范等有赖于山焦盐化、焦煤集团等相关承诺方按照承诺切实履行。如果相关承诺方未能及时、

全部地履行有关承诺，则会造成本次交易无法完成或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风险。”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在元明粉、硫化碱及硫酸钡产品方面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问

题，对此，公司已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以避免同业竞争。

问题11.�根据《26号准则》第十一条之（九）的规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

披露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须披露自本次

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请相关主体依照前述规定在重组报告书“重大

事项提示”部分予以补充披露。

回复：

本次交易已取得山焦盐化董事会、股东会同意以及焦煤集团原则同意，并已取得实际控制人山

西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的原则性同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目前不存在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同时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已出具承诺：“自南风化工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所持有

的南风化工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山焦盐化已出具承诺：“自南风化工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本公司不减持所持有的南风化工股票。”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公司正在与间接控股股东国投运营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

司（直接持有公司0.32%股份）沟通其在重组完毕前不减持公司股票事项。

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于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本次交易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

诺” 及“九、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2018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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