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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之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

暨登记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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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就本次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事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定向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及相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3、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于2020年9

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一、本次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概览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股份” 、“上市公司” 、“公司” ） 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持有的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龙化工公司” 、“标的公司” ）

37.72%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神马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的相关议案。

公司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定向可转债中文简称 神马定01

定向可转债代码 110811

证券数量（元） 417,234,700.00

定向可转债登记完成日 2020年9月22日

定向可转债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定向可转债存续起止日 本次定向可转换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定向可转债转股起止日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

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定向可转债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

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承诺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

的股份（含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之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

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其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份

（含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6个月。

二、本次重组交易概述

（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1、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购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持有的尼龙化工公司84,870.00万股股权，占尼龙化工公司总股本的37.72%。

2、交易作价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0]第465号《资产评估报告》，尼龙化工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553,068.26万元。本次交易拟购买的尼龙化

工公司37.72%股权的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最终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208,617.35万元。

3、支付方式

标的公司37.72%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208,617.35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

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166,893.88万元，占交易价格的80%；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向交易

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41,723.47万元，占交易价格的20%，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股份支付 可转债支付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

37.72% 208,617.35 166,893.88 80.00% 41,723.47 20.00%

（二）实施情况

1、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2020年9月8日，尼龙化工公司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过户事宜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0000170000791G的《营

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尼龙化工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验资情况及登记情况

2020年9月14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ZB11652号）以及《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653号）。截至2020年9

月14日，公司已收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投入的尼龙化工公司37.72%股权。公司本次增资前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574,964,000.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574,964,000.00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837,375,757.00元，股本为人民币837,375,757.00元。

2020年9月22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与《证券登记证明》，公司发行的262,411,757股股份和417,234,7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

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三、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1、上市公司的决策与授权

2019年10月10日，神马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及其他相关的议案。

2020年5月30日，神马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神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0年5月30日，神马股份与尼龙化工公司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签署《神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与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协议》。

2020年6月19日，神马股份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

2、交易对方的决策与授权

2020年5月30日，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 同意将其持有的尼龙化工公司

37.72%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事项。

3、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20年5月30日，尼龙化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神马股份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购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的尼龙化工公司37.72%的股权。

4、主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与备案

2020年2月28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审核意见，原则同意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20年6月16日，河南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2020年6月18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

2020年9月3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8月31日核发的《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号），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发行定向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情况

1、种类与面值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公司A股股票的债券。 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按照面值发行。

2、发行方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发行对象以其持有

的标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4、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以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41,723.47万元，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按照面值发行，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数量为4,172,347

张。

5、转股价格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参照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标

准定价，即6.36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初始转股价格亦将做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之后，上市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

相应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

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符合中

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

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6、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公司新发行的股份及/或公司因回购股份

形成的库存股。

7、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8、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在此期间，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可根据约定行使转股权。

9、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承诺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份

（含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之内不得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交

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其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份（含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对锁定承诺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10、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当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持可转换

公司债券满足解锁条件后， 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则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解锁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

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

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个计息年度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

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

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

部分回售权。

11、有条件强制转股条款

当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解锁条件后，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神马股份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通过上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满足解锁

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当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神马股份普通股股票。

1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且不低于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90%。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13、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20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不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14、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计算结果舍去小数取整数）。

其中：V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申请转换成的股份数量须为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公

司将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在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票面金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15、担保与评级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16、其他事项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付息期限及方式、到期赎回等方案条款

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条款一致，如未能于募集配套资金过程中成

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各方应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明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付息期限及方式、到期赎回等方案条款由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

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四、为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菅明军

住所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联系电话 0371-69177590

传真 0371-69177590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凯、刘津龙、许尽文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强

住所 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341670

经办律师 刘维、朱峰、闵亮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4楼

联系电话 17797755868

传真 021-63392558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东升、李花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智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

联系电话 010-88000000

传真 010-88000000

经办资产评估师 李月华、范树奎、张敏

五、备查文件

1、《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与《证券登记证明》；

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B11652号）以及《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653号）；

3、《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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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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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62,411,757股

发行价格：6.36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股份已于2020年9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3、资产过户情况

2020年9月8日，尼龙化工公司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过户事宜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尼龙化工公司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一、本次发行概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股份” 、“上市公司” 、“公司” ） 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持有的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龙化工公司” 、“标的公司” ）

37.72%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1、上市公司的决策与授权

2019年10月10日，神马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及其他相关的议案。

2020年5月30日，神马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神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0年5月30日，神马股份与尼龙化工公司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签署《神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与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协议》。

2020年6月19日，神马股份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

2、交易对方的决策与授权

2020年5月30日，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 同意将其持有的尼龙化工公司

37.72%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事项。

3、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20年5月30日，尼龙化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神马股份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购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的尼龙化工公司37.72%的股权。

4、主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与备案

2020年2月28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审核意见，原则同意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20年6月16日，河南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2020年6月18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

2020年9月3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8月31日核发的《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号），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发行情况

1、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上市地点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

2、发行方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4、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1）定价基准日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

（2）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6.5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90%。上市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公告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每股

现金红利0.22元，除息日为2020年7月29日。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由原6.58元/股

调整为6.36元/股。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 上市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

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

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

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5、发行数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精确至整股，不足一股的部分交易对方同意豁免上市公司支付。

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166,893.88万元， 发行价格为

6.36元/股，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为262,411,757股。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6、锁定期安排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

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对价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的部分亦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对锁定承诺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验资情况及登记情况

1、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2020年9月8日，尼龙化工公司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过户事宜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0000170000791G的《营

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尼龙化工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验资情况及登记情况

2020年9月14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ZB11652号）以及《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653号）。截至2020年9

月14日，公司已收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投入的尼龙化工公司37.72%股权。

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4,964,000.00元，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574,964,000.00

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7,375,757.00元，股本为人民币837,375,757.00元。

2020年9月22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与《证券登记证明》，公司发行的262,411,757股股份和417,234,7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

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和律师法律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原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2） 交易对方与神马股份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 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的验资工

作，其新增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已办理完成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合法、有效，后续事项办理不存

在障碍和无法实施的风险。

（3）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新增股份及可转换债券登记等过程中，未发生其他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4）根据上市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王贺甫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宋国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审议通过尚贤女士、武俊安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超先生、赵静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职务；审议通过刘宏伟先生、王永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魏伟先生、王贺甫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至本公告书出具日，除

上述事项外，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5）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已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该等协议，未出现违

反协议约定的情况；各承诺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神马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且本次交易新

增股份及可转换债券已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登记手续合法有效。

2、律师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1）本次重组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具备实施的条件。

（2）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资产；上市

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了验资、验证及新增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手续；本次重组的实

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

法、有效。

（3）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

的情形。

（4）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已生效并正常履行；有关承诺人在相关协议、合同及信息

披露过程中所作出的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未发现存在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数为262,411,757股，具体发行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对价（万元） 获得股份数量（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比例

1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166,893.88 262,411,757 100%

上述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不足一股的部分交易对方同意豁免公司支付。

（二）发行对象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院

办公地址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院

法定代表人 李毛

注册资本 1,943,209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6831742526

成立日期 2008年12月3日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力、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工

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代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

务；电梯安装及维修；信息传输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

产及施工；物业管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器仪

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销售；木材采

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饮；旅行社；居民服务业；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

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

灯、轻（新）型建材、金属、非金属管道及配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

泥、粉煤灰；批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交

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农产品、食品、预包装食品、保健品、工艺品、

日用百货、服装、饮料、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支机构）。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上市公司49.28%的股份，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前，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3,317,331 49.28

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招商昆吾一

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00,100 0.43

3 陆文君 1,966,760 0.34

4 吕坤钰 1,320,000 0.23

5 廖伟杰 1,222,111 0.21

6 郝润凯 1,196,100 0.21

7 陆仲明 1,073,915 0.19

8 沈晓明 988,100 0.17

9 费芬芬 926,060 0.16

10 顾美娟 918,000 0.16

合计 295,428,477 51.38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截至2020年9月22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45,729,088 65.17

2 吕坤钰 4,420,000 0.53

3 袁姣锁 2,671,196 0.32

4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招商昆吾一

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00,100 0.30

5 廖伟杰 1,598,997 0.19

6 何惠玲 1,517,560 0.18

7 陆文君 1,455,370 0.17

8 李茜 1,304,780 0.16

9 秦勇 1,286,500 0.15

10 陈宏华 1,281,800 0.15

合计 563,765,391 67.32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

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262,411,757 31.3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4,964,000 100.00 574,964,000 68.66

合计 574,964,000 100.00 837,375,757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财

务状况、盈利能力及主营业务构成、发展战略与管理模式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0年9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为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菅明军

住所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联系电话 0371-69177590

传真 0371-69177590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凯、刘津龙、许尽文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强

住所 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341670

经办律师 刘维、朱峰、闵亮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4楼

联系电话 17797755868

传真 021-63392558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东升、李花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智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

联系电话 010-88000000

传真 010-88000000

经办资产评估师 李月华、范树奎、张敏

五、备查文件

1、《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与《证券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652

号）以及《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653号）；

3、《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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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券

交易所披露上市意向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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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就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 或“本次发行” ）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具体参见公司于2020年9月23

日刊发的《关于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安排， 公司已于伦敦时间2020年9月23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网

站正式刊发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的意向函》

（以下简称“上市意向函” ）。上市意向函为公司根据英国市场发行惯例而刊发，其目的仅为

公司在境外市场公开表明上市发行意向，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

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鉴于本次发行的GDR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

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上市意向函并非针对A股投资者刊发。本公告仅为A股投资者及时了

解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信息而做出。

上市意向函中关于本次发行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110,000,000份GDR（包含UBS� AG� London� Branch作为稳定价格

操作人可能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要求公司发行的GDR），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

不超过超额配售权行使前初始发售规模的10%。本次发行每份GDR代表10股公司A股股票，本

次发行的GDR代表的基础证券为不超过1,100,000,000股公司A股股票，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

司已发行股本的5%。

2、 本次发行的GDR预计将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维护的正式清单中的标准板块上市，

并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主板市场的沪伦通板块交易。公司也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基

础证券A股股票的上市提出申请， 基础证券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与

GDR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一致。

3、 本次发行的价格区间预计为每份GDR26.46美元至30.95美元。

4、 假设本次拟发行GDR数量达到上限且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

额将约为29.106亿美元至34.045亿美元。

5、 公司拟按如下方式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1） 不少于80%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偿还有关收购秘鲁配电企业Luz� del� Sur� S.A.A.�

83.64%股权的境外贷款；

（2）不多于20%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6、 本次发行上市的GDR将全部基于公司新增A股股票。公司现有股东预计将不会出售

任何证券作为本次发行基础证券的一部分。

7、 本次发行将（1）依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以下简称“《美国证券

法》” ）项下144A�规则于美国仅向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发售，或（2）依据《美国证券法》S规则

以“离岸交易”方式在美国境外发售（定义见《美国证券法》项下S规则）。

8、 本次发行尚待取得所有相关注册和监管审批。

9、 本次发行上市的全部细节将在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伦敦时间）左右刊发的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本次发行GDR的最终数量和价格将通过簿记建档于2020年9月24日（伦敦时间）

左右确定。

10、 本次发行的GDR预计于2020年9月25日（伦敦时间）左右开始附条件交易，本次发行

的GDR预计于2020年9月30日（伦敦时间）左右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投资者在决定是否投

资本次发行的GDR时，应仅依赖最终版本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信息。

11、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UBS� AG� London� Branch、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及CLSA� Limited担任本次发行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Europe)� Limited、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及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担任本

次发行联席账簿管理人。

上市意向函的英文全文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以下网址查阅：

https://www.londonstockexchange.

com/news-article/market-news/intention-to-float/14696006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英国证券监管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的最终批准，该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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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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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初始发行不超过100,000,000份全

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 ）（以下简称“初始发售规模” ），

其中每份GDR代表10股公司A股股票。此外，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要求

公司额外发行不超过10,000,000份且不超过超额配售权行使前初始发售规模10%的GDR。本

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为不超过1,100,000,000股的公司A股股票 （包括因行使

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所代表的公司A股股票）。

● 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新增A股股票上市后， 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不超过23,

100,000,000股（包括因行使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所代表的公司A股股票）。

● 公司本次发行的GDR自上市之日起120日内（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 ）不得转换为

A股股票。在兑回限制期届满后，合格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境转换机构将GDR与A股股票进行跨

境转换。跨境转换包括合格投资者通过跨境转换机制注销GDR并将对应的A股股票售出以及

买入A股股票并生成新的GDR。

●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英国证券监管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的最终批准， 该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正在申请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或“本次

发行” ）。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6月11日（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公司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

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020年6月3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

具体可参阅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刊发的《关于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二）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公司拟初始发行不超过100,000,000份GDR，其中每份GDR代表10股公司A股股票。此外，

自本次发行的GDR最终价格确定之日起30日内（以下简称“稳定价格期” ），稳定价格操作人

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 要求公司额外发行不超过10,000,000份且不超过超额配售权行使

前初始发售规模10%的GDR。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为不超过1,100,000,000

股的公司A股股票（包括因行使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所代表的公司A股股票）。

2.�本次发行的价格

本次发行的GDR的价格区间预计为每份GDR26.46美元至30.95美元。本次发行的GDR的

发售期为自2020年9月23日（伦敦时间）至2020年9月24日（伦敦时间）。

公司预计本次发行GDR的最终数量和价格将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于

2020年9月24日（伦敦时间）左右确定。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假设本次发行的GDR数量达到上限且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 按照预计的价格区间测算，

公司预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9.106亿美元至34.045亿美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

额将根据本次发行GDR的最终数量和价格确定。

4.�本次发行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UBS� AG� London� Branch、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及CLSA� Limited担任本次发行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 Limited、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Europe)� Limited、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及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担任本

次发行联席账簿管理人。

（三）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

（四） 本次发行的GDR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GDR将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交易。

（五） 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1.�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

本次发行的GDR上市后，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GDR外，也可通过跨境转

换机构将GDR与A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A股股票转换为GDR （以下简称

“生成” ），以及将GDR转换为A股股票（以下简称“兑回” ），具体而言：

（1）生成：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买入A股

股票并交付给存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GDR并交付给投资者。由此生成的GDR可

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交易。

（2） 兑回： 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GDR， 存托人将该等

GDR代表的A股股票交付跨境转换机构。跨境转换机构可以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

等A股股票，并将所得款项交付给投资者。

2.�跨境转换的相关限制

（1）期限限制：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GDR自上市之日起120日内不

得转换为A股股票。

此外， 为了确保稳定价格操作人在行使超额配售权期间GDR的数量不超过被核准的上

限，在稳定价格期内投资者可能不能通过跨境转换机制生成GDR。

（2）数量上限：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GDR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与本次GDR实际发

行规模（包括因行使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

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GDR增加或者减少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总股本为22,000,000,000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变

更为不超过23,100,000,000股 （包括因行使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所代表的公司A股股

票）。

三、 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GDR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 因此，本

公告仅为A股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 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

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在兑回限制期届满后，GDR可以兑回为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 可以兑回的

GDR对应的A股股票数量上限为1,100,000,000股，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

调整等原因导致GDR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的A股股票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英国证券监管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的最终批准，该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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