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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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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11月18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1〕第 389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 ）。我公司就关注函所涉及的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

认真核查，并做出书面回复。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根据公告，截至2021年9月30日，卫星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1,145.13万元，该公

司2020年、2021年1-9月净利润分别为-296.77万元、-1,453.66万元，经收益法评估，其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6,494.60万元。

（1）请结合行业发展状况、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构成、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评估参数

选取、未来盈利预测、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等补充说明标的公司股权评估的测算过程，评

估增值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标的公司历史业绩亏损、净资产为负的情况，详细说明标的目前所面临的困

境及风险，你公司收购该标的后的发展规划、整合计划，提高标的及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

具体方案及其可行性，并充分揭示风险。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收购的必要性，是否充分维护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回复：一、收购背景及行业政策

2021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征求意

见稿）》指出：“民爆行业产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重组整合步伐加快，生产企业（集团）数量

由145家大幅压减至76家，产业集中度稳步提升。工业数码电子雷管推进全面升级换代取得阶

段性成果，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文件提出要求：“优化企业结构，推进重组整

合。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原则，结合化解过剩产能和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推动

企业重组整合，支持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整合，支持民爆企业联优并

强。对于龙头骨干企业及完成实质性重组整合、实施拆线撤点减证的企业给予差异化政策支

持，促进市场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

根据工信部《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信部安全〔2018〕237号）要求：

推进起爆器材结构调整，化解工业雷管产能过剩。推进起爆器材向安全、可靠、高效及提高社

会公共安全水平方向转型，加大对数码电子雷管的推广应用力度，同时鼓励雷管生产企业重

组整合，实施撤点并线，化解普通雷管产能过剩。按照该要求，全国雷管产能将压减至10亿发

左右，基本与市场需求规模相匹配，雷管产能过剩、区域竞争、价格战的局面会缓解。

根据国家政策规划，民爆行业目前逐步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政策鼓励企业实施跨

地区，跨所有制重组整合，鼓励雷管生产企业重组整合，实施撤点并线，化解普通雷管过剩产

能。基于此，公司将积极响应行业政策，进一步通过收购整合扩大民爆主业规模。

二、公司已终止收购卫星公司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1年11月1日，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国控” ）公开对外

转让所持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星公司” 、“标的公司” ）70%股权，挂牌

截止日期2021年11月26日。卫星公司位于河北石家庄，与公司地域相邻、业务相近、市场互补，

如能合作，是公司主业扩张的一次重要机遇。为此，公司立即履行内部审议程序，积极参与摘

牌交易事宜，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通过公

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 并确定2021年11月25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通过河北产权市场披露的信息了解到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 其中截至2021年9月30

日，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1,145.13万元，2020年、2021年1-9月净利润均为亏损，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值为26,494.60万元，前述公示的财务数据系由河北国控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出具

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04月修订）》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需独立

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对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

告进行审计。

董事会召开后，公司与河北产权市场、河北国控积极沟通相关摘牌、尽调、审计和评估事

宜，但受挂牌所设相关条件制约和疫情影响，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河北卫星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为保证公司及股东利益，秉着对广大投资者

负责的态度，公司董事会经慎重考量，于2021年11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

的议案》、《关于取消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终止拟通过公开摘牌方

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的事项。

后自查发现，由于疏忽，将公告《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7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现予以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河北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卫星公司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冀财瑞评报

字[2021]第238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9月30日，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

更正后：河北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卫星公司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冀财瑞评报

字[2021]第238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9月30日，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

法。

二、你公司于2020年9月上市。今年以来你公司投资活动较为频繁，先后通过参与投资设

立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重庆新承航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购买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

所有限公司11.20%股权，购买甘孜州弘合民爆商务有限责任公司5%股权、山西全盛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51%股权以及江苏众芯邦软件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同时，你公司终止“粉状乳化

炸药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扩能改造和14,000吨/年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系统改造

项目”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你公司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的募投项

目延期。请列示上述购买标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以及所处行业、业

务覆盖区域及竞争优势、劣势等，并结合你公司的发展规划、主营业务范围说明上述标的主业

同你公司主业是否存在协同，上述投资活动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并进一步结合你公司募投

项目建设现状说明你公司相关投资决策是否审慎。

回复：一、公司发展战略和规划

根据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为：“十四五” 时期，公司将围绕“民爆、

出口、爆破、军工”四大版块，在国内行业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强盛、在国际有一定知名度的现代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战略清晰明确。今年以来公司投资活动较为频繁，通过参与投资湖州尚道

华欣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重庆新承航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承航锐” ）1.35%股权、购买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飞

亚” ）11.20%股权，购买甘孜州弘合民爆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弘合民爆” ）5%股权、

山西全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盛化工” ）51%股权以及江苏众芯邦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众芯邦” ）40%股权。但公司上述投资活动都紧紧围绕预定战略，同时也

是为了积极应对民爆行业重组关键期，保持企业竞争力的应对之举。

公司“民爆、出口、爆破、军工”四大版块，其中出口受疫情影响、爆破受政策影响，公司审

慎考虑今年以来公司主要精力切入民爆、军工领域，确保民爆主业优势，拓展军工新业务。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方面，公司坚持民爆强企、实业兴企不动摇，走好差异化竞争路线，瞄准世界先进尖端

技术，继续保持壶化技术领先地位，重点做好数码电子雷管推广（动作：控股江苏众芯邦；参股

弘合民爆）；炸药在充分消化现有产能基础上，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扩产增效（动作：控股全盛

化工；拟收购河北卫星，目前已终止）。

另一方面，公司加快了军工布局。积极参加军品采购招标，参与国防施工和军品配套，参

股、控股、收购成长性好的科技型军工企业，力争军品收入在“十四五” 期间占到集团总收入

的10%（动作：参股成都飞亚、新承航锐）。

二、上述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标的企业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及所处行业、业务覆盖区域

公司今年以来公司主要精力切入民爆、军工领域，确保民爆主业优势，拓展军工新业务，

今年以来购买标的的主营业务等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所处行业 业务区域或领域

弘合民爆 民爆经销 民爆 四川甘孜州及川藏铁路线

全盛化工 炸药生产 民爆 山西北部及内蒙古

成都飞亚 航空维修、航空设备 军工 航空维修、飞机改装、地面设备、机载产品等业务。

江苏众芯邦 芯片研发 民爆 已拥有成熟技术，但尚未投产

新承航锐 机加工（军民两用） 军工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工电子、电力能源、核电冶金等领域。

2、标的企业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及竞争优势、劣势等

（1）弘合民爆

弘合民爆主要从事民爆经销业务，包括数码电子雷管的经销，其下辖12个县级弘合民爆

分公司，另投资有弘合爆破、雅弘地面站、康通配送等10个分（子）公司。

弘合民爆有民爆专用运输车辆45台、标准的民爆物品专用仓库十二座，有完善的安全管

理体系和各类应急救援预案，在甘孜州实现了民爆生产、销售、运输和爆破服务一体化，极大

的满足了客户的需求，以实力和能力服务民生、服务重点工程。

2018-2021年1-6月弘合民爆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6.30

资产

12,221.10 11,855.98 11,902.70 12,699.24

负债

6,528.61 6,043.66 5,888.99 6,934.28

科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740.18 5,240.23 6,722.17 3,679.54

净利润

237.11 134.98 270.81 -3.46

是否审计 是 是 是 否

审计事务所 四川华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四川华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四川华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2）全盛化工

全盛化工前身为右玉县矿药厂， 始建于1996年9月，1999年8月通过省国防科工办组织的

生产线全面验收，成为国家民爆器材行业定点生产企业。2001年6月改制为山西全盛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2003年2月股权转让给大同市东昌实业有限公司。2021年3月底与壶化股份完成重

组整合。

全盛化工产品为粉状乳化炸药、多孔粒状铵油炸药，与壶化股份合并生产许可证后，核定

生产能力为22,100吨/年，建立了辐射大同、朔州、忻州、吕梁、河北、内蒙等地销售网络。全盛化

工历年来连续被评为“发展经济贡献突出企业” 、“山西省优秀企业” 及“红旗单位” 荣誉称

号。2018年被授予“工人先锋号” 的荣誉称号。2018-2021年1-6月全盛化工相关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6.30

资产

17,471.79 18,636.65 6,400.66 7,143.09

负债

8,813.41 13,089.16 1,135.92 953.17

科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428.98 10,749.50 12,969.71 5,494.45

净利润

1,011.73 976.93 2,388.41 921.75

是否审计 否 是 是 否

审计事务所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

（3）成都飞亚

成都飞亚成立于1994年，位于成都市温江区，主营航空维修、飞机改装、地面设备、机载产

品等业务。成都飞亚深耕军机维修市场20余年，维修机型几乎涵盖国内所有批量装备的现役

飞机， 涉及2000余个维修项目， 国内军机维修市场连续多年综合排名在民营企业中位居前3

名。成都飞亚目前已具备20余个项目改装能力，改装机型均为现役主力机型；在检测设备及航

空军械方面，具备600多项产品研制能力，其中近50项产品为客户单一采购来源。

2018-2021年1-6月成都飞亚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6.30

资产

56,607.92 52,697.34 57,067.46 40,580.15

负债

32,916.62 29,628.41 30,290.55 11,755.77

科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838.49 7,889.63 10,589.99 3,298.55

净利润

4.34 -622.38 3,707.99 1,623.56

是否审计 否 否 否 否

（4）江苏众芯邦

江苏众芯邦是一家专业从事芯片设计与集成电路研发的技术领先型企业，主要从事数码

电子雷管芯片设计和研发，目前已拥有完整的数码电子雷管系统技术，包括电子雷管芯片、起

爆系统、应用技术，以及配套的软件平台技术。江苏众芯邦设计研发的电子雷管芯片通过了工

信部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成功入围公安部工业电子雷管芯片厂商名录，截至

2021年6月尚未投入生产，尚未实现收入。随着数码电子雷管的推广，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2018-2021年1-6月江苏众芯邦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6.30

资产

13.23 228.47 371.83 113.04

负债

28.28 59.97 40.39 72.35

科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0.94 0.00

净利润

-15.06 -28.35 -47.06 -72.57

是否审计 否 否 是 是

审计事务所

-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5）新承航锐

新承航锐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金属锻造、铸造的军工企业，主营业务涵盖钛合金、铝合

金、高温合金等高端金属的环锻、自由锻、模锻、压铸及精密铸造，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船舶兵器、军工电子、电力能源、核电冶金等领域。公司同时具备自由锻、模锻、环锻、压铸、精

密铸造全种类锻铸造工艺，可加工高端金属材料超300种，是国内加工能力最全面的锻铸造企

业之一。深厚的技术沉淀和卓越的管理体系造就了公司的竞争力，公司军工资质齐全，并具备

行业稀缺的国内航空、航发、航天等主机厂和科研院所的供应商资质。

2021年10月20日新承航锐获1.5亿元融资，由红马资本领投，红马资本管理的重庆智能化

产业基金和湖南航空航天产业基金均参与此次投资， 该轮联合投资方还包括云晖资本等单

位。

2018-2021年1-6月新承航锐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6.30

资产

9,468.18 9,747.46 11,518.07 13,581.19

负债

2,504.00 2,124.95 1,964.36 3,657.76

科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499.48 10,447.78 12,998.03 8,157.16

净利润

442.37 667.74 1,949.91 792.41

是否审计 是 是 是 否

审计事务所 重庆凯弘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凯弘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凯弘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三、标的主业与公司主业的协同性及投资必要性

公司投资标的企业的投资思路、与公司主业的协同性及投资必要性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投资思路 协同性及投资必要

弘合民爆 通过参股民爆经销企业，打开市场及寻求合作

弘合民爆主要在甘孜州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经销业务，属甘孜州国有参股企业，位于四川省西部，康藏高原东南。川

藏铁路建设，给四川、西藏两地带来大量民爆物品和爆破服务需求，公司通过参股弘合民爆，整合双方优势，以助

推民爆产品生产、销售、爆破一体化在西南市场的持续发展。公司

2021

年参股后，公司对其销售额大幅提升。

成都飞亚 通过参股拓展军工业务和渠道，形成军工协同

本次投资是公司围绕“民爆、出口、爆破、军工”四大板块，实施四轮驱动战略，在军工领域的一次重要布局。实施本

次投资，既是贯彻以民爆业务板块为基础、坚定向军工领域拓展的战略方向；又是在公司民爆板块稳定发展的同

时，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全盛化工

一方面增加公司产能，另一方面拓展山西省内

市场、辐射内蒙等周边市场。

全盛化工位于晋西北朔州市右玉县，现有

2

万吨炸药产能，壶化股份地处晋东南，双方合作对于连接山西南北民爆

市场，促进资源共享和稳定山西民爆市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山西北部城市朔州、忻州、大同以及临近省份内蒙

古矿产资源丰富，民爆产品需求旺盛，本次合作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晋西北和临近省份的市场拓展能力，利于公

司持续发展。

江苏众芯邦

作为数码电子雷管的核心元器件，实现技术闭

环，同时在质量和成本上形成核心竞争力。

本次收购江苏众芯邦，是公司聚焦民爆主业，实现核心技术闭环，在产业链上游的一次重要布局，有利于公司发挥

民爆产业上下游协同优势，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使公司在数码电子雷管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同时

也将增加公司业务版块，提升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新承航锐 通过参股拓展军工业务和渠道，形成军工协同

本次参与股权投资基金，有助于公司借鉴合作方的专业投资经验，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团队拓展投资渠道。同时，

也是公司围绕“民爆、出口、爆破、军工”四大板块，推动四轮驱动战略，在军工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有利于公司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快公司“军工”板块的发展步伐。

四、投资决策审慎性

1、弘合民爆

甘孜州位于川藏铁路雅林段，处于民爆物品和爆破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期，弘合民爆主

要从事民爆物品经销业务，公司购买其5%股权，利于扩展销售渠道，助推爆破服务在西南市场

的开展。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收购。

2、全盛化工

全盛化工位于朔州市右玉县，具有20,000吨炸药产能，公司购买其51%股权，对于连接山

西南北民爆市场，促进资源共享和稳定山西民爆市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晋西北、内蒙古等市场拓展能力，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经2021年2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展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XYZH/2021TYAA10002号审计报告，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国融兴华

评报字[2021]第010025号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全盛化工51%股权所涉及的全盛

化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3、成都飞亚

购买成都飞亚11.20%股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正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

所审计，出具了苏公G[2021]A008号审计报告，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威正信评报字（2021）第6005号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的成都飞亚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4、江苏众芯邦

公司收购江苏众芯邦40%股权，是公司聚焦民爆主业，实现核心技术闭环，在产业链上游

的一次重要布局，有利于公司发挥民爆产业上下游协同优势，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

量，使公司在数码电子雷管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同时也将增加公司业务版块，提升整体规

模、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本次收购经2021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展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XYZH/2021CDAA50336号审计报告，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国融兴

华评报字[2021]第010470号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江苏众芯邦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5、新承航锐

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新承航锐股权已经总经理办公会讨论通过。公司参与股

权投资基金，有助于公司借鉴合作方的专业投资经验，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团队拓展投资渠

道。同时，也是公司围绕“民爆、出口、爆破、军工” 四大板块，推动四轮驱动战略，在军工领域

的又一重要布局，有利于公司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快公司“军工”板块的发展步伐。

公司已根据信息披露规定，完成上述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名称及编号具体如下：

时间 名称 公告编号

2021.1.5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甘孜州弘合民爆商务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2021-001

2021.2.1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同收购山西全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

2021-012

2021.3.16

关于参股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2021-017

2021.10.28

关于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收购江苏众芯邦

40%

股权的公告

2021-070

2021.11.2

关于参与投资股权基金的公告

2021-071

6、公司募投项目情况

（1）公司募投项目现状

募投项目名称 进展及现状

1.

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 已延期。目前尚未投入建设，该项目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尚未投入建设，已终止

3.

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已结项，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4.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已结项，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5.1.

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扩能改造项目 子项目，已结项

5.2.14000

吨

/

年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系统改造项目 子项目，尚未投入建设，已终止

6.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累计使用

7,137.56

万元，投资进度

89.22%

（2）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延期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1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扩能

改造项目” 结项，“14000吨/年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系统改造项目”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终止；审议通过了《关于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延期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募投项目终止、延期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国都证券出具了《关于山西壶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2021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

目的议案》。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募投项目终止、延期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名称及编号如下：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1-056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1-057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2021-061

关于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延期的公告

2021-062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064

综上，公司上述对外投资是围绕“民爆、出口、爆破、军工” 四大版块，有利于公司在国内

行业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发展需要，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审慎。

募投项目延期及终止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决策审

慎。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3002� � � �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2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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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70%股权〉 的议案》， 公司终止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股权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国控” ）公开对外转让所持河北卫

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星公司” 、“标的公司” ）70%股权。卫星公司位于河北石

家庄，与公司地域相邻、业务相近、市场互补，如能合作，是公司主业扩张的一次重要机遇。为

此，公司立即履行内部审议程序，积极参与摘牌交易事宜，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并确定2021年11月25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终止原因

公司通过河北产权市场披露的信息了解到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 其中截至2021年9月30

日，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1,145.13万元，2020年、2021年1-9月净利润均为亏损，2021年9月

30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6,494.60万元， 前述公示的财务数据系相关中介机构出具

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需独立聘请具有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

董事会召开后，公司与河北产权市场、河北国控积极沟通相关摘牌、尽调、审计和评估事

宜，但受挂牌所设相关条件制约和疫情影响，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河北卫星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为保证公司及股东利益，秉着对广大投资者

负责的态度，公司董事会经慎重考量，于2021年11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

的议案》及《关于取消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终止拟通过公开摘牌方

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的事项。

三、终止影响

鉴于本次收购事宜尚未实际开展，终止本次收购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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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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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庄小红

女士的通知，庄小红女士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

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票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庄小红 是

17,500,000 9.94% 2.43%

2020

年

12

月

21

日

2021

年

12

月

01

日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票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庄小红 是

26,250,000 14.91% 3.64%

否 否

2021

年

12

月

02

日

2022

年

12

月

01

日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融资需

求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庄小

红

176,057,928 24.44% 101,940,000 110,690,000 62.87% 15.36% - - - -

庄展

诺

73,009,350 10.13% 38,250,000 38,250,000 52.39% 5.31% 26,250,000 68.63% 28,507,012 82.01%

邓会

生

4,397,714 0.61% - - - - - - - -

合计

253,464,992 35.18% 140,190,000 148,940,000 58.76% 20.67% 26,250,000 17.62% 28,507,012 27.27%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03日

证券代码：002822� � �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1-132

债券代码：127033� � � �债券简称：中装转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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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公司连续中标多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标金额总计为人民币55,295.37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金额

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山体改造、水体净化及喷泉工程

10,029.80

2

深圳市大鹏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绿岛国际壹中心

-

幕墙工程（施工）标段

II 6,948.28

3

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西海湾邮轮城

7#

地块航站楼及口岸联检部门办公用房装修工程

5,621.16

4

大连致欣置业有限公司 绿城大连诚园项目大区室内精装修工程六标段

4,888.32

5

深圳中电蓝海控股有限公司 中电长城大厦南塔项目精装修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

）

4,767.84

6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贝泰妮集团中央工厂新基地建设项目

4,034.88

7

佛山杨柳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绿城佛山杨柳俊园一二三期铝合金门窗幕墙及栏杆工程

3,430.71

8

成都双流兴城置业有限公司 川大院士研究中心

-

精装修工程

3,042.50

9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罗湖区星园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精装修及景观工程

2,825.76

10

惠州市卓越创盈房地产有限公司 华创金麟府项目

18

地块大区铝合金门窗工程（一标段）

2,687.58

11

上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上饶市委党校新校区智能化项目

2,681.73

12

宁波星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复地宁波公司星悦城项目

8

号楼公寓精装修工程

2,172.81

13

四川川投国际网球中心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四川国际网球中心运动员康复楼装饰装修工程项目

2,164.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03日

证券代码：603063� � �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2021-133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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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 《关于对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资产收购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295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全文如下：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公司公告称,拟支付现金2000万元收购控股股东平启科技持有的清纯半

导体9.1948%的股权，交易溢价率940.62%。但清纯半导体的账面总资产1914万元，主要为公司

控股股东平启科技增资的2000万元，且其产品均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形成销售，5名研发人员

中有3人为兼职。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1.公告披露，清纯半导体主要从事半导体设计，成立时间不足9个月，团队人数共10人，其

中研发人员5人（含兼职3人），主要研发产品为SiC功率器件，目前处于研发阶段。请公司补

充披露：（1）清纯半导体目前的经营场所和面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具体构成和账面金

额，说明其是否具备基本生产经营条件和状态；（2）清纯半导体团队成员的具体构成和主要

成果，其中研发人员负责的主要设计研发产品和职责，说明兼职研发人员的具体工作方式，

如何保障研发进度；（3）清纯半导体主要在研产品和具体进展，包括具体产品名称和类型、

所处具体研发阶段、性能参数、样品测试情况，预计达到可应用状态的时间；（4）清纯半导体

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具体说明是否已获得终端客户验证，是否有客户意向订单，是否已与

代工厂建立合作关系；（5）结合前述问题详细说明清纯半导体实现销售、盈利尚需经过的阶

段、取得的资质或相关手续以及时间周期，并提示相关风险。

2.公告披露，清纯半导体注册资本约500万元，其前两大股东实缴进度仅约10.79%，公司

控股股东累计投入约2000万元，占各方投入总额的94.8%。截至2021年9月30日，清纯半导体净

资产为1921.94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清纯半导体成立至今主营成本构成、研发投入情

况，是否与目前产品所处研发阶段相匹配，投入与产出是否符合行业情况；（2）除控股股东

外其余各方实际投入较少但股权比例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 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3. 公告披露， 本次交易拟收购清纯半导体9.1948%的股权， 整体估值为2亿元， 溢价率

940.62%，交易作价的依据为控股股东前期总投资金额。请公司补充披露：（1）清纯半导体历

次股权转让估值及依据，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和可比案例情况，说明本次交易的估值合理

性，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2）公司收购少数股权的主要考虑和合理性，是否

存在主动迎合市场概念炒作的情形。

4.公告披露，清纯半导体目前有包括控股股东平启科技在内的5名股东，其中平启科技和

新甄半导体为公司的关联方。请公司穿透披露清纯半导体除平启科技外4名股东上层持股主

体情况，并说明与公司具体的关联关系和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

5.请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面自查近期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送指引》相关要

求，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以供交易核查。

请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将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 � �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江苏通灵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

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

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江苏通灵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精

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

MSCI

中国

A

股消费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获配股票

[

通灵股份

301168.SZ] [

通灵股份

301168.SZ] [

通灵股份

301168.SZ] [

通灵股份

301168.SZ] [

通灵股份

301168.SZ] [

通灵股份

301168.SZ]

获配数量（股）

3,281 3,281 3,281 3,281 1,640 1,279

限售数量（股）

329 329 329 329 164 128

限售股总成本（元）

12,857.32 12,857.32 12,857.32 12,857.32 6,409.12 5,002.24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净资产

（

%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12,857.32 12,857.32 12,857.32 12,857.32 6,409.12 5,002.24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金净资产

（

%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锁定期

6

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12月02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

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

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

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

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04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年9月5日下发的[2017]13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3年5月20日下发的

[2013]13号《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决定于2021年12月03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ETF基金除外）所持有的以下停牌股票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待以下停牌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停牌股票明细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600900

长江电力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

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hfund.com） 或 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或400-6788-533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04日

证券代码：300110� � � �证券简称：华仁药业 公告编号：2021-067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产品

首次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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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的通知》（医保发〔2021〕50号）。华仁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仁药业(日照)有限公司产品胞磷胆碱钠氯化钠注

射液、全资子公司广西裕源药业有限公司产品硝酸异山梨酯氯化钠注射液首次纳入《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以下简称“《医保目录》”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 编号 医保分类 备注 适应症

胞磷胆碱钠氯化钠注射液

XN07X

其他神经系统药物

1077

乙

限出现意识障碍的急性颅

脑外伤和脑手术后患者，支

付不超过

14

天

主要用于急性颅脑外伤及脑手术后的意识障碍。

硝酸异山梨酯氯化钠注射液

XC01D

用于心脏疾患的血管扩

张药

309

乙 主要用于心绞痛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二、对公司的影响与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产品胞磷胆碱钠氯化钠注射液与硝酸异山梨酯氯化钠注射液纳入 《医保目录》

将有利于本产品的市场推广及销售，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医保目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