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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二〇二〇年三月
发行人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责。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
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
一、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璞泰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相关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向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
股票发行、登记和上市事宜。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３５名特定投资者，包括李庆民、刘光涛，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其中，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２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
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庆民、刘光涛已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其中，李庆民以其合法持有的山东兴丰１４．７０％股
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２２，０５０万元；刘光涛以其合法持有的山东兴丰９．８０％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
额为１４，７００万元。
除上述两位特定对象外，其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尚未确定。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
即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下同）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的８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认购价格将由公司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李庆民、刘光涛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竞价过程，但
承诺接受市场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股票。 如果没有通过竞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李庆民、刘光涛同意继续参
与认购，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８０％。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
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３０％，且不超过１０，０００万股（
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含本数）。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若公司
４９５，９００万元（
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股权回购注销等事项等引起公司股份变动，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数量上限将做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非公开发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行的保荐机构（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４９５，９００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
元）

１２８，０８９．３０

１０１，４００．００

收购山东兴丰４９％股权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３

年产５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

５９，７６６．２０

４２，８００．００

４

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２４，９００万平方米项目

７８，１６６．５０

７１，０００．００

５

锂电池隔膜高速线研发项目

２７，９２８．５０

６

年产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用新型涂覆隔膜５０，０００万平方米项目

３５，９６６．００

３０，９００．００

７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５１，９１６．５０

４９５，９００．００

序号

项目名称

１

年产５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

２

一、一般名词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
指
司、璞泰来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 公开发 行、 本
指
次发行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３５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之行为

本预案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宁波胜跃
宁波汇能

指
指

宁波胜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宁波汇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人之股东

江西紫宸

指

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

宁德卓高

指

宁德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卓高

指

江苏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溧阳月泉

指

溧阳月泉电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兴丰、目标公司、
标的公司

指

山东兴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李庆民、刘光涛合计持有的山东兴丰４９％股权

内蒙兴丰

指

内蒙古兴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ＡＴＬ

指

香港注册）及其控股的东莞新能源科技有
Ａｍｐｅｒｅ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统称

ＣＡＴＬ

指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锂
动力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统称

ＬＧ化学

指

比亚迪

指

南京）信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隶属于韩国ＬＧ集团
ＬＧ化学株式会社及其控股的乐金化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
有限公司、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统称

东莞凯金

指

广东凯金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贝特瑞

指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星城

指

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ＧＧＩＩ

指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

Ａ股
上交所

指

向境内投资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永、发行人会计师、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开元评估、开元资产、
评估机构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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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章程》

指

《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报告期

指

元、万元、亿元

指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专业名词
锂离子电池

指

锂电池，是一种可以多次充放电、循环使用的，以锂离子嵌入化合物为正、负极材料的新型电
池。 常见的锂离子电池以含锂的金属氧化物和碳素材料分别作为正、负极材料。 锂离子电池
具有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自放电小、无记忆效应和环境友好的特点

负极材料

指

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上的储能材料

电解液

指

化学电源中正、负极之间提供离子导电的液态介质

隔膜

指

锂电池正极和负极之间的一层隔膜材料，其主要作用是：隔离正、负极并使电池内的电子不
能自由穿过，让电解液中的离子在正负极之间自由通过

能量密度

指

数据来源：ＧＧＩＩ 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中国锂电新能源行业分析报告
负极材料主要生产厂商中，江西紫宸、凯金能源、宁波杉杉以人造石墨为主。 其中，根据ＧＧＩＩ数据，江西紫宸的出货量位居第一。
４、多重因素推动中国涂覆隔膜市场容量快速增长
近年来，中国国内动力电池需求量持续增长，国内电池企业对未来新能源行业发展保持着较积极的态度，积极备货。 同时，随着
国内头部锂电隔膜企业的实力增强，以及海外新能源行业的迅速发展，国内隔膜企业开始进入海外电池企业的供应链，从而使得出
口市场规模快速发展。
基于以上背景，中国隔膜出货量持续增长。 据ＧＧＩＩ统计，２０１９年全年中国锂电池隔膜出货量为２７．４亿平米，同比增长３６．２％。

数据来源：ＧＧＩＩ 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中国锂电新能源行业分析报告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１、顺应产业发展及下游客户需求，提前完善产品布局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出，新能源行业得到快速发展。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
汽车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件，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公司已在锂电产业中的负极材料、涂覆隔膜、涂布机设备、铝塑膜等领域开展深度布局。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将进一步
完善在负极材料、涂覆隔膜领域的产能建设及布局，推进技术革新，积极响应市场及下游大客户需求。 公司将充分利用内蒙的资源优
势，继续加大内蒙古的负极材料生产基地建设投入，通过负极材料一体化建设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为多方面响应客户
需求，公司将加大江苏溧阳、福建宁德的项目建设，在增大产能的同时进一步贴近客户，实现客户的深度绑定。
２、完善提升负极材料一体化能力，实现业务协同发展
在锂电池负极材料方面，公司拥有一批具有丰富碳素材料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才，技术实力雄厚。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计划本次的募投项目“
年产５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和“
年产５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石墨化项目”同步实施，达到负极材料生产工序全覆盖，构建负极材料产业集群，在产能扩大提升规模效益同时可实现成本控制，
提高议价空间，有效增厚公司盈利，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
３、加强对核心子公司的激励与管控，完善公司业务团队管理
山东兴丰及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兴丰是公司负极材料石墨化工序主要实施主体。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对山东
兴丰４９％少数股权收购，项目完成后山东兴丰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控制力将进一步增强，将更好地实现业务协同效应，
为公司扩张业务规模、完善负极材料生产一体化建设、增强可持续盈利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业务团队管理，实现较好的团队激励，改善公司治理，形成更好的团队文化，为今后更
好的实施产业整合和锂电平台化战略奠定扎实的基础。
４、增强公司在隔膜生产领域的竞争力
公司是国内锂离子电池隔膜领域的领先企业，以优秀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客户服务在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与国内外著名
企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本次 “
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２４，９００万平方米项目”、“
年产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用新型涂覆隔膜
５０，０００万平方米项目”项目，在针对客户的产能扩张计划作出相应产能规划的同时，进一步布局基膜产能，稳固公司在隔膜领域的竞
争能力。 另外，本次拟投入的“
锂电池隔膜高速线研发项目”项目，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湿法隔膜产品的一体化生产效率，降低成
本。
在基膜产品已步入成熟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公司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将有力提高公司竞争优势，分散
公司涂覆加工风险，进一步提高涂覆隔膜市场的竞争性和盈利性，增强公司在基膜生产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５、优化资本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
相对充足的流动资金是公司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将有效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新增
营运资金需求，缓解公司资金需求压力，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财务安全水平和财务灵活性，从而集中更多资源为业务发展提供保
障，确保公司战略的稳步实施。 另外，公司当前负债水平相对较高，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以降低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减轻财务成本，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三、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
一）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３５名特定投资者，包括李庆民、刘光涛，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其中，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２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
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庆民、刘光涛已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其中，李庆民以其合法持有的山东兴丰１４．７０％股
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２２，０５０万元；刘光涛以其合法持有的山东兴丰９．８０％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
额为１４，７００万元。
除上述两位特定对象外，其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尚未确定。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李庆民和刘光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兴丰持股１０％以上股东，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尚未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形，公司将在发行结束后公告的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择机向包括李庆民、刘光涛在内的不超过３５名的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
即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下同）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
人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的８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认购价格将由公司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与保荐机构（
李庆民、刘光涛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竞价过程，但李庆民、刘光涛承诺接受市场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
同价格认购。 如果没有通过竞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李庆民、刘光涛同意继续参与认购，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
人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总量）的８０％。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则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调整。
（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３０％，且不超过１０，０００万股（
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４９５，
含本数）。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若公司在董
９００万元（
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股权回购注销等事项等引起公司股份变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数量上限将做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保荐机构（
（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毕后，特定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对于李庆民、刘光涛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李庆民、刘
光涛进一步承诺，前述十八个月届满后，其各自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按以下顺序分批次解锁：①第一期：完成２０２０年的承
如有）后，李庆民、刘光涛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
诺净利润或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②第二期：完成２０２１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
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后，李庆民、刘光涛累计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
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③第三期：完成２０２２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
金额（
如有）后，李庆民、刘光涛累计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
量的１００％－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 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除李庆民、刘光涛外，其他发
行对象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若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监管规定不一致的，发行对象应根据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对象所取得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前
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发行对象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需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六）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４９５，９００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
元）

１

年产５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

１２８，０８９．３０

１０１，４００．００

经过涂覆工艺加工后的锂电池隔膜

２

收购山东兴丰４９％股权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００

铝塑膜

指

软包锂离子电池关键辅助材料

３

年产５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

５９，７６６．２０

４２，８００．００

ＧＷｈ

指

十亿瓦时，电功单位

４

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２４，９００万平方米项目

７８，１６６．５０

７１，０００．００

５

锂电池隔膜高速线研发项目

２７，９２８．５０

６

年产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用新型涂覆隔膜５０，０００万平方米项目

３５，９６６．００

３０，９００．００

７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５１，９１６．５０

４９５，９００．００

表征电池放电能力的一项指标，电池的充放电倍率越高，通常意味着电池功率越大，充放电
速度越快

注：本预案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概要
一、公司基本情况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５９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梁丰

董事会秘书

韩钟伟

注册资本

４３，５２１．８８万元

住所

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４００号１幢３０１－９６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４５６弄１１６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６日

上市日期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

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９０２９３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１９０２９０８

邮编

２０１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ｕｔａｉｌａｉ．ｃｏｍ

公司邮箱

ＩＲ＠ｐｕｔａｉｌａｉ．ｃｏｍ

经营范围

高性能膜材料、锂离子电池、电池材料及专用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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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及目的
（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１、政策持续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锂电行业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新能源产业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点领域之一。 为配合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等多项引导、支持、鼓励和规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
《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规划和管理政策。 根据ＧＧＩＩ报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由２０１６年的５２万辆增长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８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为３１．４％，未来随
着新能源政策的持续推动、技术进步、配套设施完善等因素影响不断深入，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２７，８０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
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
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
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
七）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届时的持股比例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
八）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九）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之日起十二个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发行方案的核准文件，则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庆民和刘光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兴丰持股１０％以上股东，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梁丰先生。
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的上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则本次发行完成后，梁丰直接持有及间接控制公司
持股比例将稀释为４４．７６％，梁丰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涉及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
开元评报字［
２０２０］１５８号），山东兴丰４９％股权的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分别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山东兴丰４９％股权价值为７３，７００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最终确定山东兴丰４９％股权的交易价格为７３，５００．００万元。
八、本次发行所涉及资产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收购的标的资产为李庆民、刘光涛持有的山东兴丰４９％股权。
根据山东兴丰与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的财务报告及交易定价情况，相关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４９％股权
对应金额

山东兴丰

资产总额

１３５，４１２．６６

交易金额

上市公司

占比

６６，３５２．２０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８１３，０９２．４５

９．０４％

资产净额

４７，４８３．４６

２３，２６６．８９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３４０，９４１．６１

２１．５６％

营业收入

５２，６５７．９７

２５，８０２．４０

－

４７９，８５２．６０

５．３８％

注：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占比以有关指标与交易金额孰高确定
与上市公司相比，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指标占比均未超过５０％，未达到《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因此，本次发行所涉及资产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九、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登记和上市
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准程序。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李庆民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

无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２０１７年２月

董事、总经理

是

占比

经营范围

山东兴丰新能 源科 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９．６％

锂电池负极材料、人造石墨、天然石墨、中间相碳微球、增碳剂、碳制品研发、加工、销
售，经营以上项目的进出口业务

临邑汇丰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１００％

锂电池负极材料（
中间相碳微球）、增碳剂加工、销售

易。
（
六）本预案公告前２４个月内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２４个月内，刘光涛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第三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交易合同摘要
一、与李庆民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
（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李庆民
签订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
二）认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１、认购标的：甲方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乙方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
２、认购方式：乙方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以其合法持有的标的股权作为对价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
（
三）认购金额及股份数量
即乙方认购价格，下同）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１、双方确认，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
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８０％。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２、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认购价格将由甲方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
定，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３、乙方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竞价过程，但乙方承诺接受市场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如果没
有通过竞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乙方同意继续参与认购，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
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８０％。
４、若甲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
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应按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调整。
（
四）认购价款的支付、股份登记
对应注册资本５，８８０万元）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
１、认购金额：乙方认购股份的出资金额为其持有的山东兴丰１４．７０％股权（
作价金额，即２２，０５０万元。
２、乙方最终认购股份数量根据认购金额和本次发行价格按以下公式确定：
认购股份数量＝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３、乙方同意，不论本次发行过程中向除乙方之外的其他发行对象的发行是否完成，均不影响本协议项下的认购和发行。
（
五）认购价款的支付、股份登记
１、乙方以其合法持有的标的股权作为对价支付认购价款。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自甲方发出通知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促使山
东兴丰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甲方应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乙方的认购价款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后，甲方应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有效期内，将乙方的认购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票登记手续，以使乙方成为认购股份的合法持有人。 乙方应
积极提供甲方提供办理验资、工商变更登记、股份登记所必须之资料并配合办理相关事宜。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过渡期间补偿的情况，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过渡期间补偿。 乙方应于
３、如果标的股权存在《
甲方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确定的股份认购缴款截止日期前将前述现金补偿款项一次性划入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
该日为“
支付日”），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
专门开立的账户（
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六）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１、乙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乙方进一步承诺，十八个月届满
后，乙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按以下顺序分批次解锁：①第一期：完成２０２０年的承诺净利润或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
如有）后，乙方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已用于
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②第二期：完成２０２１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后，乙方累计可转让不
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
则按０计算；③第三期：完成２０２２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后，乙方累计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
数量的１００％，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 可解锁的股份
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２、乙方应按照监管规定和甲方的要求就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３、若乙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最新监管规定不一致的，乙方应根据监管规定相应调整锁定承诺。
４、乙方所取得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本
协议第六条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约定。
５、乙方认购股份在第６．１条约定的锁定期限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定办理，甲方对此不作出任何
保证和承诺。
（
七）违约责任
１、除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声明、保证及承诺，而给另
一方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为了避免损失
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２、若乙方违约且该违约已经导致协议之目的不能实现，在不妨碍甲方行使其他权利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
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其认购金额１０％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另行支付赔偿金。
３、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如（
１）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通过；或／和（
２）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及／或其他有权主管部门
（
如需）的核准及／或豁免；或／和（
３）乙方不满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格或因其他原因被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认定
不能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无法或部分无法进行，不构成甲方或乙方的违约。
４、本协议生效前，为确保本次发行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甲方有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于本次发行事宜审核或／和监
包括书面或口头）取消或调整本次发行方案，甲方无需就取消或调整本次发行事宜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
管政策的调整情况（
当配合甲方按照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签署补充协议（
如需）。
（
八）生效、变更和终止
１、本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除本条以及与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保密、不可抗力相关的条款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
外，本协议其他条款自下述条件全部实现之日起生效：
（
１）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议案；
（
２）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山东兴丰少数股东权益收购有关的所有议案；
（
３）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本协议的变更或终止需经本协议双方签署书面变
更或终止协议，并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后方可生效。
３、本协议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
１）本协议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
２）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终止本协议；
（
３）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不能达到发行目的，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
（
４）本次非公开发行因任何原因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已取得的核准文件因任何原因失效；
（
５）依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二、与刘光涛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
（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刘光涛
签订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
二）认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１、认购标的：甲方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乙方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
２、认购方式：乙方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以其合法持有的标的股权作为对价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
（
三）认购金额及股份数量
即乙方认购价格，下同）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１、双方确认，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
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８０％。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２、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认购价格将由甲方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
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定，与保荐人（
３、乙方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竞价过程，但乙方承诺接受市场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如果没
有通过竞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乙方同意继续参与认购，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
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８０％。
４、若甲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
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应按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调整。
（
四）认购价款的支付、股份登记
对应注册资本３，９２０万元）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
１、认购金额：乙方认购股份的出资金额为其持有的山东兴丰９．８０％的股权（
作价金额，即１４，７００万元。
２、乙方最终认购股份数量根据认购金额和本次发行价格按以下公式确定：
认购股份数量＝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３、乙方同意，不论本次发行过程中向除乙方之外的其他发行对象的发行是否完成，均不影响本协议项下的认购和发行。
（
五）认购价款的支付、股份登记
１、乙方以其合法持有的标的股权作为对价支付认购价款。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自甲方发出通知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促使山
东兴丰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甲方应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乙方的认购价款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后，甲方应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有效期内，将乙方的认购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票登记手续，以使乙方成为认购股份的合法持有人。 乙方应
积极提供甲方提供办理验资、工商变更登记、股份登记所必须之资料并配合办理相关事宜。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过渡期间补偿的情况，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过渡期间补偿。 乙方应于
３、如果标的股权存在《
甲方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确定的股份认购缴款截止日期前将前述现金补偿款项一次性划入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
专门开立的账户（
该日为“
支付日”），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六）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１、乙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乙方进一步承诺，十八个月届满
后，乙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按以下顺序分批次解锁：①第一期：完成２０２０年的承诺净利润或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后，乙方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已用于
（
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②第二期：完成２０２１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后，乙方累计可转让不
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
则按０计算；③第三期：完成２０２２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后，乙方累计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
数量的１００％，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 可解锁的股份
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２、乙方应按照监管规定和甲方的要求就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３、若乙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最新监管规定不一致的，乙方应根据监管规定相应调整锁定承诺。
４、乙方所取得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本
协议第六条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约定。
５、乙方认购股份在第６．１条约定的锁定期限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定办理，甲方对此不作出任何
保证和承诺。
（
七）违约责任
１、除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声明、保证及承诺，而给另
一方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为了避免损失
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２、若乙方违约且该违约已经导致协议之目的不能实现，在不妨碍甲方行使其他权利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
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其认购金额１０％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另行支付赔偿金。
３、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如（
１）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通过；或／和（
２）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及／或其他有权主管部门
（
如需）的核准及／或豁免；或／和（
３）乙方不满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格或因其他原因被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认定
不能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导致本次发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无法或部分无法进行，不构成甲方或乙方的违约。
４、本协议生效前，为确保本次发行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甲方有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于本次发行事宜审核或／和监
管政策的调整情况（
包括书面或口头）取消或调整本次发行方案，甲方无需就取消或调整本次发行事宜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
当配合甲方按照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签署补充协议（
如需）。
（
八）生效、变更和终止
１、本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除本条以及与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保密、不可抗力相关的条款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
外，本协议其他条款自下述条件全部实现之日起生效：
（
１）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议案；
（
２）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山东兴丰少数股东权益收购有关的所有议案；
（
３）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本协议的变更或终止需经本协议双方签署书面变
更或终止协议，并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后方可生效。
３、本协议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
１）本协议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
２）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终止本协议；
（
３）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不能达到发行目的，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
（
４）本次非公开发行因任何原因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已取得的核准文件因任何原因失效；
（
５）依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三、与李庆民、刘光涛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权转让协议》
（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受让方：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１：李庆民
转让方２：刘光涛
签订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
（
二）交易方案
１、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方向转让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标的
资产。
２、本次交易将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之一，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股份对价来源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受让
方向转让方支付的现金对价来源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３、本次交易的全部或部分成功实施以受让方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前提，但本次交易是否全部或部分成功实施不影响受让方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４、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将成为目标公司唯一股东，目标公司将成为受让方全资子公司。
（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１、本次交易的作价及其依据：鉴于评估报告中确认的目标公司４９％股权的评估值为７３，７００万元，经本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标的资
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７３，５００万元。
２、交易对价支付方式：本次交易的对价由受让方以股份及现金向转让方支付，其中，以股份支付的对价合计为３６，７５０万元，用于
购买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２４．５％股权，占全部交易对价的５０％；以现金支付的对价为３６，７５０万元，用于购买转让方持有的目标
公司２４．５％股权，占全部交易对价的５０％。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转让方名称

曾用名

无

李庆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国籍

小计

山东省临邑县＊＊＊＊
刘光涛

无

（
二）最近五年主要任职情况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０８月

执行董事

是

临邑亿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监事

是

临邑鑫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０４月

监事

是

山东兴丰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０２月

副董事长

是

任职单位

（
三）对外投资公司及其业务情况

投资单位名称

占比

经营范围

山东兴丰新能 源科 技股份 有限
公司

２９．４％

锂电池负极材料、人造石墨、天然石墨、中间相碳微球、增碳剂、碳制品研
发、加工、销售，经营以上项目的进出口业务

临邑亿丰生态 农业 科技有 限公
司

５０％

农业技术推广；有机蔬菜、花卉的种植及收购销售；果树、粮食的种植及
销售

临邑鑫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

新型铸造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玉米收购、加工、销售（
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金属机械配件、铸件加工、销售；铸造材料添加剂（
高效煤粉、粘
结剂、增碳剂、ａ淀粉）加工、销售

５６．２５％

金属机械配件、铸件、铸造材料添加剂（
高效煤粉、粘结剂、ＳＦ粉、ＰＡＦ粉、α
淀粉、增碳剂）、石油焦、膨润土、型煤加工、销售；玉米收购、加工、销售；
煤炭销售；对外出口贸易

内蒙古卓越高新材料有限公司1

１００％

增碳剂、煅后石油焦的生产、加工、销售；人造石墨、天然石墨、中间相碳
微球、石墨坩埚销售；碳石墨制品研发及销售；热力供应；普通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临邑亿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

种植小麦、玉米，以及为本社成员统一采购、配发小麦、玉米良种，相关种
植新技术推广、信息服务，测土配方施肥，农药、专用肥统一采购、供应，
本社社员相关农产品收购、销售

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1

内蒙古卓越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为李庆民之子李冰１００％持有的公司。
（
四）最近五年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李庆民最近五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限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情况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李庆民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李庆民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新的关联交
易。
（
六）本预案公告前２４个月内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交易类型

（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情况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刘光涛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刘光涛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新的关联交

李庆民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留
权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２、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负极、隔膜等关键材料突破发展
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及隔膜行业作为锂电池产业的核心行业， 其行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发展状况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影
响明显。 为了推进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务院、工信部等出台多项规划、政策，将锂电池负极材料及隔膜作为重点支持发展的新兴产业
给予支持。
《
“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中国应完善动力电池研发体系，在关键电池材料、关键生产设备等领域构建若干
技术创新中心，突破高容量正负极材料、高安全性隔膜和功能性电解液技术。
《
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主要目标包括负极、隔膜等关键材料及零部件取得重大突
破，加快在正负极、隔膜等领域培育若干优势企业，促进动力电池与材料、零部件、装备、整车等产业协同发展。
３、负极材料市场出货量增长，人造石墨头部企业优势明显

山东省临邑县＊＊＊＊

姓名
住所

数据来源：ＧＧＩＩ 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中国锂电新能源行业分析报告
此外，随着锂电稳定性提升与成本不断下降，家居消费、电动工具等领域的“
无绳化、锂电化”趋势更加显著；此外，电动两轮车、通
信储能领域的锂电替代也已经开始。 预计未来非车用锂电池需求将快速上涨。

住所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留
权

（
四）最近五年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刘光涛最近五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限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将糊状浆料涂布于金属箔片、塑料薄膜等基材上制成极片及复合材料（
膜）的机械设备

璞泰来

中国国籍

裁。

指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

国籍

投资单位名称

指

证券简称

曾用名

男

（
八）业绩承诺、补偿措施及业绩奖励
１、转让方同意就目标公司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及２０２２年度的净利润进行承诺并就实际利润金额不足承诺净利润金额的情况对受
让方作出补偿安排。
２、承诺净利润金额
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１００％股权所对应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下同）在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２０２２年度分别不低于１５，
０００．００万元、１８，０００．００万元、２２，０００．００万元。
３、实际净利润金额与承诺净利润金额差异的确定
各方同意并确认，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由各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目标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对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对应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金额进行审计确认。 各方以经审计确认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与承诺净利润金额进行比较计算补偿金额，转让方应当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本协议所述的补偿方案进行补偿。
４、剔除新增投入的影响：为避免疑义，各方同意在按照本条内容确定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实际净利润金额时，受让方本次非
年产５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项目以及本次交易的交割日后受让方对目标公司的其他新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的“
增投入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需予以剔除。
５、补偿金额的分配比例
各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间内，若目标公司各期末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低于截至当期承诺净利润金额，则转让方分别按以下约定
的比例进行补偿：

（
三）对外投资公司及其业务情况

在一定的空间或质量物质中储存能量的大小， 主要用来比较单位体积或单位质量的电池所
储存的电量

公司名称

刘光涛

性别

任职单位

涂覆隔膜、涂层隔膜

指

姓名

山东兴丰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涂布机

倍率

注：２０２０年至今数据未经审计
二、刘光涛基本情况
（
一）基本情况

（
二）最近五年主要任职情况

２７，８０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
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
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
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毕后，特定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外，根据股份认购协议，李庆民、刘光涛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前述十八个月届满后，其各自在本
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按以下顺序分批次解锁，解锁安排详见本预案“
第一节、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概要”之“
四、本次非公
开发行概况”之“
（
五）限售期”。
八、李庆民和刘光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兴丰持股１０％以上股东，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九、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增加，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每股收益等指标短期内可能被摊薄，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公司已根据有关规定，对本次发行是否摊薄即期回报进行了分析并制订了相关措施，但所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不可视为对公司
未来利润做出的保证。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分享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就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及未来三年（
第六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股东回报规划等情况，详见本预案“
十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公司负极材料一体化能力、扩大隔膜基膜、涂覆隔膜加工产能及整体生产效率，
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和产能布局，加速产业集聚和协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业务团队整合管理，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调研与可行性论证，但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实施，可能受到宏观经济状况、政策调控、上
下游产业发展及其他各种超预期或不可预见因素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有发生调整的可能性，也面临
项目实施后不能完全实现投资预期效果的风险。 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二、本次发行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释义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指

随着各行业对锂离子电池需求的增长，我国负极材料产量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ＧＧＩＩ统计，２０１９全年中国负极材料出货总量达２６．５
万吨，较２０１８年的１９．２万吨同比增长３８％。
人造石墨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的原因主要是其性能优势明显，能够满足当前市场对快充性能越来越高的要求。 与人造石墨相比，
天然石墨在这一性能上与之差距甚远。 ２０１９年，人造石墨占负极材料出货量的比例达到７９％。

交易方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２０２０年至今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采购

山东民丰铸造材料 向璞泰来控股子公司山东兴
有限公司
丰及内蒙兴丰采购石墨化焦

－

６，８２４．９８

１７，７７２．２２

采购

向璞泰来控股子公司山东兴
内蒙古卓越高新材
丰及内蒙兴丰采购石墨化焦
料有限公司
等

１４７．２９

１，５９３．１３

－

委托加工

委托璞泰来控股子公司山东
内蒙古卓越高新材
兴丰及内蒙兴丰加工石墨化
料有限公司
焦

２９６．１８

１，２９２．５８

－

转让标的

交易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目标公司１４．７０％股权

２２，０５０

－

目标公司１４．７０％股权

－

２２，０５０

目标公司２９．４０％股权

４４，１００

目标公司９．８０％股权

１４，７００

－

目标公司９．８０％股权

－

１４，７００

小计

目标公司１９．６０％股权

２９，４００

合计

目标公司４９％股权

７３，５００

３、交易对价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
１）现金对价：在受让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标的资产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的前提下，受让
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６个月内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现金对价， 现金对价拟采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支
付。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针对本次交易所募集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全部现金对价的，受让方将在交割日后６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支付差额部分现金对价。
（
２）股份对价：受让方以向转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前述股份对价，转让方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２４．５％股权认购受
让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 转让方认购受让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中的新增股份的具体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等事项以各方另
行签署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为准。
（
四）交割及对价支付
１、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立即着手办理相关资产的交割手续，并尽一切努力于受让方向转让方发出通知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完
成标的资产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标的资产应被视为在交割日由转让方交付给受让方，即自交割日起，受让方享有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
担标的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３、本次交易为目标公司股东层面的变动，目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并不因本次交易而改变，因此目标公司仍将独立享有其自身
的债权并承担其自身的债务。 如因法律法规要求或因目标公司签署的任何合同、协议的约定，使其负有向政府机构、债权人、债务人
等第三方通知本次交易事项的义务，目标公司应在受让方首次公告本次交易事项后，向第三方履行通知义务，但通知内容以受让方
公告信息为限。 根据目标公司签署的任何合同、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如需获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同意的，转让方及目标公司应确
保本次交易获得了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
五）新增股份的过户登记与锁定安排
股份认购协议》之约定向上交所、登记结算公司
１、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受让方应按其与转让方另行签署的《
及相关主管机构提交将新增股份登记至转让方名下所需的全部资料。 转让方应为办理前述新增股份登记事宜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
交相关资料。
２、转让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转让方进一步承诺，
十八个月届满后，转让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按以下顺序分批次解锁：①第一期：完成２０２０年的承诺净利润或支付完毕当
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
按本协议第８．６．１条计算，下同）后，转让方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
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３３．３３％－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②第二期：完成２０２１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
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如有）后，转让方累计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
如
股份数量的６６．６６％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③第三期：完成２０２２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且支付完毕当期应补偿金额（
有）后，转让方累计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并减去已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如“
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已用
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０，则按０计算。 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３、若转让方所认购新增股份的锁定期与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最新监管意见相冲突的，转让方应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监管意见相应调整锁定承诺。
４、转让方所认购新增股份因受让方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与解
锁安排。
（
六）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实施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
１、受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议案；
２、受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议案；
３、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七）期间安排
有关成本及税费由各方依法或依约定承担），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
１、除因本次交易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
的收益由受让方享有，产生的亏损由转让方以现金方式承担。
２、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３０个工作日内，由各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对过渡期间的损益及数额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予以确
认。
３、如果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的确认结果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亏损，则转让方应当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按照本协议的约定
向受让方支付补偿款项。 各方同意，以标的资产交割日前一个月的最后一日作为交割基准日，上述专项审计报告以交割基准日作为
其审计基准日。
４、存在过渡期间补偿的情况下，转让方应于受让方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确定的股份认购缴款截止日期前将过渡期间
亏损的现金补偿款项一次性划入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 上述现金补偿款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
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受让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５、各方同意，于过渡期间内，目标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评估基准日前标的资产所对应的目标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在交割日后
应归属于受让方享有。

补偿义务人

补偿比例

李庆民

６０％

刘光涛

４０％

６、补偿金额的结算方式
（
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经审计后，若目标公司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任一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金额未达到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
金额时，则转让方当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目标公司累计实际净利润金额）÷业绩承诺期间各年累计
承诺净利润金额之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前年度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零时，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
（
２）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经审计后，若目标公司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任一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金额低于当期累计承诺净利
润金额时，则转让方当期应优先以其持有的受让方股份进行补偿。 转让方的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
于零时，按零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补偿股份数量不是整数的（
精确至个位），则向上进位至整数，由转让方补偿给受让方。
（
３）各方同意，若受让方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现金分红派息等事项，与转让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相对应的新增份额或利益，随转让方应补偿股份一并补偿给受让方。 补偿按以下公式计算：
①如受让方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补偿股份数量调整为：调整前补偿股份数量×（
１＋送股比例或转增比例或配股比
例）；
②如受让方实施分红派息，转让方取得的应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应返还给受让方，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
金股利（
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
（
４）各方同意，转让方持有的截至当期剩余的受让方股份数量少于支付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或由于设置了质押等权利限制而无
法用于补偿的时，转让方应以现金继续进行补偿差额部分，直至覆盖转让方当期应补偿金额的全部金额。
７、补偿方案的具体实施
（
１）补偿金额的确定期限：各方一致同意，受让方将在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目标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后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补偿金
额、补偿股份数量、现金补偿金额（
如有）的结算，并于前述结算完成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转让方。
（
２）股份补偿的审议程序：各方确定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后，受让方将在相关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３个月内就
本协议项下应补偿股份的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制定议案并召开股东大会。 若受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受让方将按照总价人
民币１．００元的价格定向转让方回购上述应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若受让方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议案，则受让方应在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后１０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转让方， 转让方在接到通知后的３０日内将上述应补偿股份无偿赠送给届时除转让方之外的其
他受让方股东，其他受让方股东按其在受让方的持股比例获赠该等股份。 具体的股份回购方案或股份赠送方案届时将由受让方董事
会制定并实施。
（
３）现金补偿的支付期限：若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第８．６．４条约定须进一步向受让方进行现金补偿的，转让方需在接到受让方书面通
知后６０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金支付至受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８、业绩奖励
（
１）业绩奖励金额的计算方式：在目标公司承诺期内各期实现的实际净利润金额均大于当期承诺净利润金额的前提下，受让方同
意给予转让方现金奖励，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奖励金额＝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实际净利润金额总和－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金额总和。 上述业绩奖励总
额不应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２０％，即不超过１４，７００万元。
（
２）业绩奖励金额的支付期限：上述业绩奖励应在目标公司２０２２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３０个工作日内，由受让方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后以现金方式按照６０％与４０％的分配比例分别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１和转让方２。
９、各方同意，若上述业绩补偿和业绩奖励方案在公告后被中国证监会与／或上交所要求修改，经各方协商一致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与／或上交所的要求进行修改并签署补充协议（
如需）。
（
九）违约责任
１、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
２、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做出的陈述、保证，对方有权要求
其履行相应的义务或／及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其符合其在本协议中做出的相应陈述或保证。
３、如因法律或政策限制，或因受让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本次非公开发行，或因政府主管部门及／或证券监管机构
（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行业主管部门（
如有）、上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未能批准、核准或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等原因，导致本次
交易不能实施，则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
４、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其给对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费用、其他方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违约一方应在收到守约方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书面通知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向守约方
支付赔偿金，如延期支付，则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４倍为标准
计付）。
（
十）生效、变更和终止
１、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除本条以及与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保密等相关的条款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外，本协
议其他条款自本协议第６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２、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本协议的变更或终止需经本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变
更或终止协议，并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后方可生效。
３、本协议自以下任意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
１）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
２）本协议各方协商同意终止本协议；
（
３）转让方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不能达到发行目的，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
（
４）本次非公开发行因任何原因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已取得的核准文件因任何原因失效；
（
５）依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４９５，９００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序号

万
项目总投资（
元）

项目名称

１

年产５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

２
３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１２８，０８９．３０

１０１，４００．００

收购山东兴丰４９％股权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００

年产５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

５９，７６６．２０

４２，８００．００

４

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２４，９００万平方米项目

７８，１６６．５０

７１，０００．００

５

锂电池隔膜高速线研发项目

２７，９２８．５０

２７，８００．００

６

年产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用新型涂覆隔膜５０，０００万平方米项目

３５，９６６．００

３０，９００．００

７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５１，９１６．５０

４９５，９０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
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
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
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
一）年产５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
１、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年产５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内蒙古紫宸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旗下营镇昌达物流园区
项目建设期：２４个月
２、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
在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政策扶持与科技驱动不断推动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电动化趋势已成为汽车工业不
可逆转的发展方向。 《
“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新能源汽车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宣布将推动其成
为国家支柱产业。 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扶持以及政策倾斜，使得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作为新能源汽车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件，锂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环境友好等特点，目前已成为主流新能源
汽车动力方案。 负极材料作为锂电池的四大核心材料之一，属于锂离子电池产业的关键材料、关键设备技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列入政府重点支持攻关的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 公司近年通过不断的人力、资金、技术等投入，已经成为负
极龙头企业之一。
在新能源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公司从自身的战略目标出发，利用项目所在地的资源和电力供应优势，在原有的产能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提高规模效应。
３、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
１）负极材料市场需求旺盛，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随着各行业对锂离子电池需求的增长，我国负极材料产量保持快速增长。 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强势驱动，人造石墨逐步成为
主流。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预测，２０２０年负极材料需求量达到４２．２万吨，人造石墨需求量为３０．８万吨。
（
２）丰富的技术经验保证本次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深耕负极产业，作为负极产业龙头之一，在产品研发、工程设计、测试验证、工艺制造等方面经验丰富。 另外，公司在技术、专
利、设备等领域均有深度布局，在形成产线自动化控制、智能化、集成化生产等方面形成领先地位，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使项目的建
设更具有可行性。
４、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１２８，０８９．３万元，包括建设投资１０３，４５３．０万元，流动资金２４，６３６．３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１
１．１

费用名称

含税金额（
万元）
９６，９７５．０

其中：建安工程费

３５，２５９．５

３４．１

６１，７１５．５

５９．７

主要设备购置费

１．２
工程建设其他费

２
３

所占比例（
％）

工程费用

９３．７

４，４９０．５

４．３

其中：土地使用权费

２，１００．０

２．０

基本预备费

１，９８７．５

１．９

１０３，４５３．０

１００．０

合计

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１０１，４００．００万元。
５、项目经济效益
不含税），年均净利润为２４，５６２．１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２９．２４％（
税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预计年均营业收入为１７８，３９５．０万元（
后），总投资回收期４．４８年（
税后，含建设期），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６、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的用地、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资质

进度／文件编号

项目用地

正在办理中

立项备案

正在办理中

环评批复

正在办理中

（
二）收购山东兴丰４９％股权
１、项目概况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李庆民、刘光涛合计持有的山东兴丰４９％股权，项目实施完毕后山东兴丰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２、山东兴丰基本情况
（
１）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兴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经济开发区远征路中段东侧
注册资本：４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庆民
成立日期：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０日
经营范围：锂电池负极材料、人造石墨、天然石墨、中间相碳微球、增碳剂、碳制品研发、加工、销售，经营以上项目的进出口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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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股权及控制关系
①山东兴丰是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１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４００

２

李庆民

１１，７６０

２９．４０％

３

刘光涛

７，８４０

１９．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１．００％

②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山东兴丰的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均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情形。
③现有高管人员的安排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尚无对山东兴丰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原则上仍沿用原有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若实
际经营需要，山东兴丰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山东兴丰章程的情况下进行调整。
④是否存在影响该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山东兴丰不存在影响其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
３）主营业务情况
山东兴丰主营业务为新能源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加工业务。
随着国内动力电池市场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负极材料产能规模不断扩大， 负极材料石墨化加工是公司负极材料生产的核心环
节。
山东兴丰及其控股子公司内蒙兴丰是公司自有石墨化加工环节主要开展主体， 以保证公司供应链安全及客户产品质量的稳定
性，建立可控的石墨化加工配套产能，完善公司负极材料产业链，实现公司负极材料生产一体化。
（
４）子公司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纳入山东兴丰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１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内蒙古兴丰新能源科技 卓资县旗下营镇碌碡坪昌
有限公司
达物流园区

主营业务
石墨化加工

注册资本（
万
元）
２０，０００

持股
比例
１００％

表决权
比例
１００％

（
５）最近１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山东兴丰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合并口
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度

资产总额

１３５，４１２．６６

负债总额

８７，９２９．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４７，４８３．４６

营业收入

５２，６５７．９７

营业利润

６，７４９．１５

利润总额

６，７５６．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５，９１６．０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９６．７２

（
６）山东兴丰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①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山东兴丰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合并口径资产总额为１３５，４１２．６６万元，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存货等构
成。 山东兴丰合法拥有其经营性资产，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②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山东兴丰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合并口径负债总额为８７，９２９．２０万元，主要由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预收款项
等构成。
③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山东兴丰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３、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参见本预案“
第二节、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之“
一、李庆民基本情况”及“
二、刘光涛基本情况”
４、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出具的《
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山东兴丰的４９％股东权益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评
评估报告》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
估值为７３，７００．００万元；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８５，３００．００万元。 《
山东兴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４９％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为７３，７００．００万元。 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
山东兴丰４９％股权的交易作价为７３，５００．００万元。
５、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和分析
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等
进行了评价，认为：
（
１）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开元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 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经办评估师与公司、
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服务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
（
２）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管理或准则、符合评
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一致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机构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两
种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恰当，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
对象的实际情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本次拟收购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定价依据与交易
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６、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
（
１）评估情况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２０２０］１５８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同时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并选
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山东兴丰４９％股权价值为７３，７００万元。
（
２）评估机构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开元资产，其具有较为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 开元资产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评估标的山东兴丰及山东兴丰的少数股东李庆民、刘光涛以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
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
３）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开元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
本次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４）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估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开元资
产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对山东兴丰的４９％股权进行了评估， 并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最终的评估结果。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公司收购山东兴丰少数股东４９％股权的经济行为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交易双方更看重的是被评估企业
未来的经营状况和获利能力，因此收益法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
５）关于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开元资产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过程中， 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山东兴丰２０１９年度营业收入为５２，
６５７．９７万元，净利润为５，９１６．０１万元，盈利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的是被
评估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更能体现股东权益价值，更符合本次评估的目的及实际情况。 且本次评估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
可靠；影响资产评估价值的因素考虑周全；因此，以收益法评估结果７３，７００万元作为本次以股权转让为目的的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评估结果公允。
７、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
（
１）公司与山东兴丰的历史增资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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