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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在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１００号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４号楼５０３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１日以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实际出席董事９人，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松华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表
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漳州万
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战略发展规划需求，为了更好地满足分、子公司未来生产经
营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的场地需求，更好地建设漳州智造基地，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１６，９１０．１１万元收购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吴凯庭先生为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吴雪芬女士为吴凯庭先生
之妹，吴凯庭先生及吴雪芬女士作为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在
本议案投票中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关于收购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
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公司注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册资本并修订〈
董事会同意根据２０１８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及２０２１年股权激
定增部分）授予登记情况，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民币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元变更为人民币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元， 股份总数由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股变更
公司章
为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股；同意根据上述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的变更情况相应修订《
程》第六条及第十九条相应条款，其他条款保持不变；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
人士办理相关的商事变更或备案登记等全部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及《
公司章程（
２０２１年２月）》，
其中《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同时刊登在《
证
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上。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 ０２ 月 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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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在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１００号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４号楼５０３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１日以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３人，实际出席监事３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文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漳州万
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战略，能更好地满足分、子公司未来生产经营
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的场地需求，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
事吴凯庭先生及吴雪芬女士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及相关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
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关于收购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
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拟变更注册资本并对《
行修订，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及《
公司章程（
２０２１年２月）》，
其中《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同时刊登在《
证
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上。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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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注册资本拟变更情况
以下简
１、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因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称 “
公司”）２０１８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实施股票期
权自主行权，共计行权３９６，２５８份股票期权，公司股份总数由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股变更为
４５８，７９５，０８８股。
２、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上市公司股
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根据中国证监会《
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有关规定，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３日完成了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定增部分）的授予登记工作，向１３１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９３８，７００股，公司股份总数由４５８，７９５，０８８股增加至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股。 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出具了容诚验字［
２０２１］３６１Ｚ００１５号验资报
告，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止， 公司已收到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人民币
９３８，７００．００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其中，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认购款２９，０７１，５３９．００
元，包括股本９３８，７００．００元，资本公积２８，１３２，８３９．００元。
定增部分）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注册
前述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限制性股票（
资本由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元增加至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元， 股份总数由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股增加至
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股。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元

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元

股份总数

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股

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股

二、公司章程拟修订情况
鉴于前述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的变更情况，现对《
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十九
条进行修订，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 民 币 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 民 币 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
元。
元。

２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４５８，３９８，８３０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４５９，７３３，７８８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Ａ股）。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章程（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２１年２月）》。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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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
有效期二次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上市公司”、“
公司”、“
江南化工”）拟向北方
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特能集团”）和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北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方爆破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方爆
破”）１００％股权；拟向奥信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奥信香港”）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北方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方矿服”）４９％股权和北方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北方矿投”）４９％股权；拟向西安庆华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庆华民爆”）、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陕西产投”）和特能集团发行
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陕西庆华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庆华汽车”）６５％
股权；拟向广西建华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建华机械”）、容县储安烟花爆竹销售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储安烟花”）、广西容县冯大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冯大农牧”）和
南丹县南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南星锑业”）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
西金建华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西金建华”）９０％股权。 本次交易后，北
方爆破、北方矿服和北方矿投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庆华汽车和广西金建华将
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相关进程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２０２０
年７月２７日开市起开始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３）。 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在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暨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４）。
关于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中小板关注函【
以下简称“
《
关注函》”）。 根据《
关注函》
公司的关注函》（
２０２０】第４５３号）（
关注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的相关要求，公司会同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就《
及分析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关于安徽江南化
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同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开市起复牌。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反垄断审查决定 ［
２０２０］４６８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收到国家市场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刊登在《
监督管理总局〈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８１）。
关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１０月９日、１１月７日、１２月８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分别披露了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０２０－０７０、２０２０－０７６、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２０－０８６、２０２１－００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收到通知，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完成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 并已取得 《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与公司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３8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收购概述
以下简称“
公司”或“
盈趣科技”）及子公司
１、根据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规划需求，为了更好地满足分、子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
的场地需求，更好地建设漳州智造基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１６，９１０．１１万元收购万利
以下简称“
万利达集团”）持有的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达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生活电器”或“
目标公司”）１００％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生活电器将
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万利达集团与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万利达集团为公司关联法
人，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
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漳州万利达
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吴凯庭先生为万利达集团的实际
控制人，吴雪芬女士为吴凯庭先生之妹，吴凯庭先生及吴雪芬女士作为本次股权收
购事项的关联董事，在本议案投票中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士办理本次股权收购
有关的全部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关联方万利达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５０２００６１２０３７６５６Ｗ
法定代表人：刘建成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６１８号万利达工业园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时间：１９９９年０７月２７日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 （
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
类、禁止类项目）；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企业总部管理。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及企业总部管理
以下简称“
佳荣国际”）持股比例８０％，福建
股权结构：佳荣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省南靖雅凌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雅凌电子”）持股比例２０％
万利达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未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０年度（

总资产

７４，２３９．４９

净资产

４６，６１３．８１

营业收入

１２，４７７．５５

净利润

１３６．９７

２、万利达集团历史沿革
（
１）１９９９年７月万利达集团设立
万利达集团由佳荣国际、 雅凌电子等２名股东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７日共同出资设立，
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其中佳荣国际以等额于８，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的外汇出资，雅凌电子以货币方式出资２，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万利达集团设立时的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１

佳荣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福建省南靖雅凌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２０１９年１月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３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万利达集团召开股东会决议增资２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其中佳荣国
际新增出资额１６，０００．００万元，雅凌电子新增出资额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７日，
本次增资完成商事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万利达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１

佳荣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福建省南靖雅凌电子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５０６０２７６８５６７５２２８
法定代表人：吴凯庭
住所：漳州市金峰工业区万利达工业园
注册资本：３５，７７５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２００５年０１月０７日
经营范围：家用视听设备零售；五金产品批发；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
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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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万利达集团持股比例１００％
２、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生活电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０年度（

总资产

１１，３９７．２１

净资产

１０，８９１．７４

营业收入

２，７４８．１０

净利润

－３５．４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容诚审字［
２０２１］第３６１Ｆ００８６号）。
３、交易标的主要资产
（
１）土地使用权
生活电器名下合计拥有６宗土地使用权，均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属证书，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
土地坐落
用权人

土地权属证书号

土地面积（
平
方米）

地类
（
用途）

使用权类
批准使用期限
型（
取得方
（
终止日期）
式）

１

生活电
器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７７号

３８，４４９．７

２０５４／０９／２１

２

生活电
器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７８号

３７，５８５．３

２０５４／０９／２１

生活电
漳州金峰
器
经济开发
生活电
区
器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７９号

１６，７４９．５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８０号

４２，２９５．５

２０５４／０９／２１

５

生活电
器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８２号

４２，９７９．６

２０５５／０１／３１

６

生活电
器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８３号

３１，４０８．０

－

２０９，４６７．６

３
４

修订后

１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２５

变更后

注册资本

序号

三、其他事项说明
１、 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
会实施上述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及《
公司章程》修订备案等事项，无须再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２、公司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向商事主体登记部门办理注册资本的
变更登记及《
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等相关手续；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士
办理相关的商事变更或备案登记等全部事宜。
３、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以商事主体登记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备查文件
１、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合计

－

２０５４／０４／０５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５６／０２／１２
－

－

－

除此之外，生活电器不存在拥有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土地使用权，亦不存在违法
违规占用国家、集体土地的情形。
（
２）房产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披露的 《
告书（
草案）》所载的资产评估结果一致。 公司并于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
重组相关的议案。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 公司披露了 《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９），经申请，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长１个月，即有效
期截止日由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延期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８日（
以下简称“
第一次延期”）。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收悉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需行政许可）【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２０２１】第１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
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核
查、分析和回复。
二、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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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条规定：“
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
有效，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月。 ”本次交易审计基
准日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有效期截止日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
新冠疫情”）及相关防控工作
的直接影响，本次交易相关审计和核查工作需要较长时间，主要原因如下：
１、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庆华汽车、广西金建华及北方爆破的国内分／子公司分布的范
围较广，所在地分别位于陕西、广西、内蒙、新疆等地，标的公司的客户、供应商分布在
国内多个省市地区。 新冠疫情以来，全国主要地区均制定了行程报备、限制出入、居家
（
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等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中介机构人员行程安排受限。
２、标的公司北方矿服、北方矿投主要资产、业务、客户、供应商分布在纳米比亚、刚
果（
金）、缅甸、蒙古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受本次新冠疫情和各国防疫政策的影响，标的
公司、各中介机构等工作人员出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各中介机构的核查、审计等工
作无法按照原计划推进相关工作。
３、为减少人员流动及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介机构部分工作采用远程办公
的方式开展，工作效率受到一定影响，使得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数据相关工作进展收到
影响。
４、２０２１年以来，新冠疫情有所反复，受新冠疫情及春节期间疫情相关防控工作的
影响，本次交易的推进工作无法按时进行。
三、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时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
汇管理局 《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
银发
［
（
二十一）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 适当延长
２０２０］２９号）》之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的时限。 如因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
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
知时间延期１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３次。 ”
据此，公司特申请在第一次延期到期（
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８日）后，将本次交易相关财务
数据有效期再次延长１个月， 即有效期截止日由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８日申请延期至２０２１年３月
３１日。
四、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
１、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会计基础规范、营业状况稳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动，已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评估报告、重组报告
书等相关文件，具有延续性和可参考性。
２、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后，公司将竭尽全力与各中介机构落实相关工作，积
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序进行。
３、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ａ）已办理产权证书的房产情况
生活电器拥有已取得产权证书的自有房产９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
人

房屋坐落

房屋权属
证书号

房屋
用途

建筑面积 对应《
国有土地使用
（
平方米）
证》证号

１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金景 漳房权证芗字
器
路（
厂区内第１幢）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０号

厂房

漳芗国用 （
２０１０）第
６，３３４．６４ ００１７８号、 漳芗国用
（
２０１０）第００１７９号

２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区金马 漳房权证芗字
路１号宿舍楼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１号
器

其他

６，１６１．０４

３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区金马 漳房权证芗字
器
路２号宿舍楼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２号

住宅

６，１６１．０４

４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金景 漳房权证芗字
器
路（
厂区内第２幢）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３号

厂房

１５，２８９．７７

５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金景 漳房权证芗字
路（
厂区内第５幢）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５号
器

厂房

６，９９８．８４

６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金景 漳房权证芗字
器
路（
厂区内食堂）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７号

其他

３，００７．４２

７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金景 漳房权证芗字
路（
厂区内第３幢）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４号
器

厂房

６，３３４．８６

８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金景 漳房权证芗字
路（
厂区内第６幢）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６号
器

厂房

８，８１０．９４

９

生活电 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金景 漳房权证芗字
器
路（
厂区内第４幢）
第０１１０４０１８号

厂房

２６，２５２．６９

合计

－

－

－

漳芗国用 （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８３号

漳芗国用 （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８０号
漳芗国用 （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８２号

８５，３５１．２４ －

上述房产均不存在设定抵押等他项权利或者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ｂ）未办理产权证书的房产
生活电器截至目前尚未办理产权证书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隶属的土地使用权证
号

房屋用途

１

生活电器

金峰经济开发区万利达工业
园东区（
１＃生产车间）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７７号

厂房

生活电器

金峰经济开发区万利达工业
园东区（
２＃生产车间）

漳芗国用（
２０１０）第
００１７７号

厂房

１４，７０７．２０

－

－

－

２６，８５４．４０

２

合计

预估建筑面积
（
平方米）
１２，１４７．２０

上述房产系生活电器在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宗地 （
该宗地已取得
权属证书）上自建房屋，已经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了相应的立项、《
建设用地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建设手续，项目均已通
划许可证》《
过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和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条件核实，办
理相应权属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
ｃ）在建工程情况
生活电器目前有一宗在建工程，项目名称为智能８号厂房扩建项目，建设地址
为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金峰开发区乌石路１号万利达工业园内， 建设性质为扩建，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建设楼面荷载要求１０ＫＮ／平方高标准３层框架厂房， 一层建
设为精密智能注塑车间，二、三层建设为新型环保喷涂车间；主要建筑面积１６，１６７平
方米。 该在建工程项目已完成投资项目立项备案，并办理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目前正处于施工建设阶段。 根
据生活电器与施工方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签署的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开工日期为２０２０
年８月１３日，竣工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０日，固定包干总价为３，２８７．００万元。
（
３）其他资产
生活电器自２０１８年底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等，原生产经营所用的
机器设备已全部对外出售，其名下亦无登记有效的商标、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
４、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生活电器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标的股
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不存在
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标的公司理财，以及标的公司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生活电器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基准日为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３１日（
“
评估基准日”）的《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漳州
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大学评估评报字［
２０２１］
８３０００１号），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生活电器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１６，９１０．１１万元，与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１０，８９１．７４万元相比， 评估增值６，０１８．３７万元， 增值率为
５５．２６％。 万利达集团同意以评估值人民币１６，９１０．１１万元作为交易对价将其持有的
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全部转让给盈趣科技； 盈趣科技同意按照此价格和条件受让万
利达集团拟转让的股权。 以上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万利达集团与盈趣科技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签署了《
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１、协议主体
转让方：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转让价格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出具
的以股权转让基准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大学评估评报字［
２０２１］８３０００１号评估报告，目
标公司１００％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壹亿陆仟玖佰壹拾万壹仟壹佰元整（
ＲＭＢ１６９，
１０１，１００元，以大写金额为准）。经双方协商确定，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亿
陆仟玖佰壹拾万壹仟壹佰元整（
ＲＭＢ１６９，１０１，１００元，以大写金额为准）。
３、价款支付
在交割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转让方。
４、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是指自签订日至交割日的期间。
（
１）过渡期内，转让方应促使公司，并且公司应按照与其过去惯例相符的正常
营业方式经营业务，并尽其合理努力保持业务在所有重大方面完好无损。
转让方承诺并同意，自签订日起直至交割时，未经受让方有权签字人的事先书
面同意，转让方应促使公司不得，且公司不得：
或任何期权、认股权证或购买股权的
ａ） 发行或出售任何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
其他权利）；
ｂ） 增加、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转让任何公司股权；
ｃ） 向其股东宣布、或支付任何股息、红利或其他分配；
ｄ） 在其资产或财产上设立或允许设立任何负担；
ｅ） 解除或以其他方式免除债务，或放弃权利或主张；
ｆ） 在正常业务经营之外处分不动产、动产或其他财产；
在
ｇ） 兼并、合并任何第三方或被任何第三方兼并、合并，或购买任何重要资产（
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中与以往惯例一致的资产购买除外）；
ｈ） 修订其章程；
ｉ） 增加或宣布增加对公司任何员工应付的薪金、奖金、补偿、激励报酬、退休金
或其他福利的金额，但按照适用法律要求增加的除外；
ｊ） 重大变更公司的任何会计方法或会计惯例或制度，但适用的会计准则要求
的变更除外；
“
重大合
ｋ）在正常业务经营之外订立或变更任何金额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合同（
同”）；
包括转让方、受让方和／或各自任何关联方）提供任何贷款或其他
ｌ）向任何主体（
负债，或担保任何贷款或负债；
ｍ）除经过转让方和受让方的事先磋商后，为维持公司至少至交割时的运营所
合理需要的相关目的提供的运营资本外，接受任何主体（
包括转让方、受让方和／或
各自任何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贷款或其他负债；
ｎ）对外提供任何金额的捐赠；
ｏ） 开始或和解任何重大诉讼，但与在正常营业过程中的债务追收有关的诉讼
除外；
ｐ） 达成任何合伙协议、合资协议或其他利润分享协议。
（
２）自签订日起直至交割之时，转让方应促使公司，且公司应向受让方提供以
下信息：（
ｉ）允许接触公司的财产及财务报表；以及（
ｉｉ）可能不时合理要求的与本合
同项下交易有关的公司的其他财务和运营数据。 上述信息获取应限于正常工作时
间并不得不合理地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增加负担。 根据上述信息获取途径提供的任
何信息，将被视为保密信息并应当依据本合同保密相关规定进行保护。
５、债务承担
（
１）除非另有约定，经转让方真实、有效披露的交割日前产生的目标公司债务，
交割日后仍由目标公司承担。
（
２）目标公司在交割日前产生的或因交割日前的原因导致的或有债务、未披露
债务、不实披露债务，均由转让方承担。
（
如不当核销债务、未适当
３）交割完成后，如果因交割日前公司会计处理不当（
计提减值准备等）、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公司分立事项等原因导致公司资产减损或
产生额外债务、义务或责任，转让方应按照受让方的要求对受让方或目标公司进行
完全的补偿，造成受让方损失的，还应向受让方赔偿损失。
６、生效条件
满足下列全部条件时，本合同生效：
（
１）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
如需）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
２）受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
７、交割条件
满足下列全部条件时，双方应履行本合同项下目标股权的交割义务：
（
１）截至交割日，双方在本合同项下的陈述和保证均保持真实、准确和完整；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６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在中
安徽江南化工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了《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
书”）。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下发的《
关于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需行政许可）【
２０２１】第１号）的要求，以下简称
“
《
问询函》”。 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和完善。
现将重组报告书补充、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本说明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在“
重大事项提示”之“
六、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
序”之“
（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主要授权、审批和备案程序”、“
重大风险提示”之“
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
（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
二、
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之“
（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
主要授权、审批和备案程序”、“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之“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
“
（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收购北方矿服和北方矿
投尚需获得境外投资备案的主管部门名称。
二、在“
重大风险提示”之“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
（
三）标的资产的估值风
险”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广西金建华新增产能无法如期实现的风险。
三、在“
重大风险提示”之“
二、与标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之“
（
四）国际经营风
险”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北方爆破及其下属企业境外业务所在国的国别风险。
四、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一、交易标的之一：北方爆破１００％股权”之
“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７、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中补充披露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同为北方爆破客户和供应商的原因。
五、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一、交易标的之一：北方爆破１００％股权”之
“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８、境外经营情况”补充披露了境外业务所在国的政治经
济环境、政策法规，境外业务未来生产经营、持续盈利能力的稳定性分析，以及与中国
水电（
缅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分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六、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一、交易标的之一：北方爆破１００％股权”之
“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
９、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
１）安全生产”中补充披
露了北方爆破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政策、计提比例，以及与同行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七、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一、交易标的之一：北方爆破１００％股权”之
“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
９、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
２）环境保护”补充披露
了北方爆破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污染物名称及处理方式以及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环保
投入的比较分析。
八、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一、交易标的之一：北方爆破１００％股权”之
“
（
七）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之“
１、主要资产情况”中补充披
露了北方爆破及下属公司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九、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一、交易标的之一：北方爆破１００％股权”之
“
（
七）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之“
（
１、主要资产情况”之“
５）生
产经营资质”中补充披露了北方爆破及下属企业的资质期限、已到期或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２
月３１日前到期的各类资质证书续期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或重大障碍的分析，修订披露
了北矿技服相关资质的核发机构。
十、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二、交易标的之二：北方矿服４９％股权”之
“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北方矿服报告期内与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

（
２）已经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并根据受让方的要
求配合完成目标公司章程、董事、监事、经理的变更登记手续；
（
３）自股权转让基准日至交割日，公司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
４）受让方认为必要的对于本次交易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先决条件。
任一交割条件可以在任何时间由受让方以通知的方式豁免或放弃。
８、交割行为
转让方应将公司的资产、权属证书、批件、财务报表、档案资料、印章印鉴、建筑
工程图表、技术资产等提供给受让方核验，并移交给受让方。 转让方对其提供的上
述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转让方
应将公司的控制权、管理权移交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对公司实施管理和控制。
９、违约责任
（
１）赔偿
ａ）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合同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
做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有误，则该等合同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合同的约定。
ｂ）转让方或公司违反本合同过渡期安排、陈述与保证的，转让方应就相关支出
给予受让方完全补偿，如迟延支付的，每迟延１日，应按未付款的万分之五支付逾期
利息。
包括但不限于为
ｃ）违约一方应赔偿守约一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避免损失或追究违约方责任而发生的评估费、律师费、仲裁费等合理费用支出）。
（
２）重大违约
ａ） 若本合同所述交割条件因任何一方原因未能在该条所述之期限内或双方同
意的稍后期限内完成，则该一方应被视为重大违约且已致使本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ｂ）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陈述和保证的，应被视为重大违约且已致使本合同目
的不能实现。
ｃ）目标公司或有债务达到５００万元以上的，视为转让方重大违约且已致使本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
ｄ）任何其他致使本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应被视为重大违约。
ｅ）一方重大违约的，除应承担违约责任外，守约方更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
方立即解除本合同。 合同解除后，转让方应立刻退还受让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自
受让方支付该款项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利息。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满足分、子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的
场地需求。
本次股权收购前， 公司已在漳州市芗城区金峰工业开发区设有漳州盈塑工业
有限公司、漳州众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３家控股子公司及１家分公司，前述主体均
通过向生活电器租赁场地的方式满足生产经营及办公需求，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用于生产、办公的租赁面积共计６７，６１７．５１平方米，占生活电器已取得产权证书的房
产建筑面积的７９．２２％，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租赁面积（
平
方米）

月租金及物业 租赁用
费（
元）
途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
２０２３．１２．３１

６，３３４．８６

６３，３４８．６０

２

漳州市芗城区乌石 路 １
漳州盈塑工业 号 万 利 达 工 业 园 １＃ 厂
房、２＃ 厂 房 及 ５＃ 厂 房 的
有限公司
部分

２０２０．０８．０１－
２０２１．０７．３１

２４，４９８．６１

２４４，９８６．１０

３

漳州市芗城区金峰工业
漳州盈万医疗
开发区金景路万利达工
器械有限公司
业园４＃厂房一楼

２０２０．０３．０１－
２０２１．０２．２８

７７０．００

８，４７０．００

４

漳州市芗城区金峰工业
开发区金达路１０号万利
漳州众环科技
达工业园新厂区１、２＃厂
股份有限公司
房等、乌石路１号万利达
工业园４＃、６＃厂房等

２０２０．０７．０１－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３６，０１４．０４

４２５，６７４．９８

－

－

６７，６１７．５１

７４２，４７９．６８

租赁场所

租赁期限

序号

承租人

租赁场所

１

漳州市芗城区金峰工业
盈趣科技漳州
开发区金景路万利达工
分公司
业园３＃厂房

合计
序号

承租人

租赁期限

数量（
间）

漳州芗城区金峰工业开
漳州盈塑工业
发区金马路万利达工业
有限公司
园内２ 号宿舍楼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６８

１２，２４０．００

２

漳州芗城区金峰工业开
漳州众环科技
发区金马路万利达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园内１号宿舍楼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１０６

１９，０８０．００

３

漳州芗城区金峰工业开
盈趣科技漳州
发区金马路万利达工业
分公司
园内２ 号宿舍楼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

３，６００．００

－

１９４

３４，９２０．００

－

－

月租金及物业 租赁用
费（
元）
途

１

合计

生产、
办公

住宿

－

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后，将有利于满足分、子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规模扩
大及产能扩充的场地需求，保障前述主体未来生产经营场所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漳州）智造产业园。
２、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建设盈趣科技（
本次股权收购后，公司将根据公司及各分、子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在
漳州的投资建设力度，并对现有的金峰产业园进行改造升级及统筹规划，致力于将
该产业园打造为盈趣科技（
漳州）智造产业园，并建设重要配套零组件及部件制造
基地。
３、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分、子公司因向生活电器租赁生产及办公场所等产生的年度租
赁费用为８１８．１５万元，随着公司分、子公司未来经营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的需求增
加，相应的租赁费用预计还将增加。 本次收购后，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产生，维护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１６，９１０．１１万元收购关联公司生活电器１００％的股权，
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０７％， 本次股权收购将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生活电器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取得对生活电器的控制
后， 在公司单体报表层面对其会计核算分类为以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
公司合并报表层面增加合并范围，并将按照同一控制下合并进行追溯调整。
鉴于公司现金流充裕，盈利能力较强，因此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不
会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１６，９１０．１１万元收购万利达集团持有的生活电器１００％股
权外，当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万利达集团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公
司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战略发
展规划，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分、子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的场地需
求，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建设漳州智造基地，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２、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
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
于更好地满足分、子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的场地需求，有利于公
司更好地建设漳州智造基地，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吴
凯庭先生及吴雪芬女士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及相关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议案时，吴凯庭先生
及吴雪芬女士作为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方， 对本次
事项的审议回避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关
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收购生活电器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１、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股权转让合同》；
５、万利达集团与公司签署的《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６、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报告》；
厦门盈趣科技
７、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
评估报告》；
关于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漳州
８、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２７日
交易情况。
十一、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四、交易标的之四：庆华汽车６５％股权”之
“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
９、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
１）安全生产”中补充披
露了庆华汽车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政策、计提比例，以及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十二、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四、交易标的之四：庆华汽车６５％股权”之
“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
９、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
２）环境保护”补充披露
了庆华汽车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污染物名称及处理方式以及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环保
投入的比较分析。
十三、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五、交易标的之四：庆华汽车６５％股权”之
“
（
七）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之“
１、主要资产情况”中补充披
露了庆华汽车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十四、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五、交易标的之五：广西金建华９０％股权”
之“
（
七）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之“
（
１、主要资产情况”之“
４）
无形资产”之“
４）生产经营资质”中补充披露了拓通爆破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到期的
各类资质证书续期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或重大障碍的分析。
十五、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五、交易标的之五：广西金建华９０％股权”
之“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
９、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
１）安全生产”中补充
披露了广西金建华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政策、计提比例，以及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较
分析。
十六、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五、交易标的之五：广西金建华９０％股权”
（
六）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
之“
９、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
２）环境保护”中补充
披露了广西金建华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污染物名称及处理方式以及与同行业上市公
司环保投入的比较分析。
十七、在“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
五、交易标的之五：广西金建华９０％股权”
之“
（
七）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之“
１、主要资产情况”中补充
披露了广西金建华及其下属企业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十八、在“
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
四、北方矿投１００％股权评估情况”中补
充披露了ＥＴ公司收益法估值测算过程。
十九、在“
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
六、广西金建华１００％股权评估情况”之
“
（
三）收益法评估情况”之“
（
５、经营性业务价值的估算及分析过程”之“
１）营业收入预
测”之“
１）主营业务收入”中补充披露了广西金建华增加工业炸药许可产能所需履行的
程序、目前办理进展以及广西金建华新增工业炸药许可产能具备实施条件的分析。
二十、在“
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中补充披露各标的公司各评估项目下的
报告期收入情况及预测期营业收入与报告期的对比分析。
二十一、在“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二、标的公司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
讨论分析”之“
（
一）民爆行业的特点”之“
（
７、标的公司的行业地位及核心竞争力”之“
２）
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
３）广西金建华”中补充披露了广西金建华在行业内的技术
水平相关内容。
二十二、在“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二、标的公司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
讨论分析”之“
（
二）汽车安全系统行业的特点”之“
７、庆华汽车的行业地位及核心竞争
力”中补充、更新庆华汽车的核心竞争力。
二十三、在“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
析”之“
（
一）北方爆破财务状况分析”之“
（
１、资产构成”之“
３）应收账款”中补充披露了
北方爆破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缅甸莱比塘采矿项目部的应收账款结算情况。
二十四、在“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中更新披露了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具体修订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安徽江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关于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询函〉之回复》以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修订稿）》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