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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承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本

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水股份”、

“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西水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或“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按照证券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的调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情况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广发证券出具本

核查意见系基于如下声明与承诺：  

1、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

易各方均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

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

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3、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

真阅读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公告的重组报告书、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资产评

估报告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并查阅有关备查文件。  

4、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不构成对西水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独

立财务顾问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

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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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西水股份、上

市公司 
指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元投资 指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明天控股 指 明天控股有限公司  

新时代证券 指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天地 指 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德莱 指 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天安财险、标的公司 指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天安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西水股份拟向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

江信托、湖北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

嘴集团、浦东土控、SBI 收购的合计 26.96%的天

安财险股权 

银炬实业 指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绵世方达 指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德新景 指 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中江信托 指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江西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陆家嘴集团 指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聚隆 指 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土控 指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上

海浦东土地发展（控股）公司 

武汉泰立 指 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浦高 指 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SBI 指 日本 SBI 控股株式会社（SBI Holdings，Inc.） 

交易对方  指 

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北

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集团、浦东

土控、SBI 

定价基准日 指 
西水股份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即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5 月 31 日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指 

西水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北

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集团、浦东

土控、SBI 等持有的天安财险合计 26.96%股权，

同时向包括正元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西水股份与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

信托、湖北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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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浦东土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西水股份与 SBI 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西水股份与正元投资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股份认

购合同》 

天安财险股份认购

协议 
指 

西水股份与天安财险签署的《天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补充协议 指 
西水股份与银炬实业、绵世方达、中江信托签署

的《授权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本核查意见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融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广发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通商律师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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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

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 指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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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西水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天安财险 26.96%的股

权，同时向包括正元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

部分。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安财险股权 

西水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天安财险 26.96%的股

权。其中，西水股份拟向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北聚隆、

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集团、浦东土控等天安财险股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其持有的天安财险 26.44%股权，向 SBI 以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天安财险

0.52%股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西水股份拟向包括正元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907,216,823.34 元，且不超过拟购买资产

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向天安财险增资、支付交易对价

和中介机构费用。 

正元投资承诺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认购金额不低于

13 亿元且不低于西水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20%。为进一步保证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稳定，正元投资补充承诺，拟认购金额不低于 27 亿元且不低于本次

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40%。 

西水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互

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未能成

功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水股份将持有天安财险 50.87%股权。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2、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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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西水股份股票交易均

价=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西水股份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

易日西水股份股票交易总量。 

在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考虑分红派息的影响，发行价

格为 21.86 元/股。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

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在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考虑分红派息的影响，西水股

份审议本次交易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

交易日和 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36.75 元、29.50 元和 24.29 元。

本次交易选择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作为发行价，系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且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合理。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

的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在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完毕后，考虑分红派息的影响，不低于 33.08 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

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正元投资不参与询价，

接受最终的询价结果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

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3）调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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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前，出现下述情形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A、上证综指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

盘点数相比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6 月 2 日前一交易日收盘

点数（即 4,828.74 点）跌幅超过 10%；或 

B、证监会保险指数（883172）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至

少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相比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6

月 2 日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即 4,341.09 点）跌幅超过 10%。 

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价格调整幅度为西水股份该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10 个交易日上证综指/证监会保险指数（883172）收盘点数的算术平

均值较西水股份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6 月 2 日前一交易日上证

综指/证监会保险指数（883172）收盘点数累计下跌的百分比。若上证综指和证

监会保险指数（883172）同时满足调价条件，则以上述计算后上证综指或证监会

保险指数（883172）累计下跌百分比较低者作为调价幅度。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不进行调整，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即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股份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调整

后的发行价格。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 

在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委员会审核本次交易前，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并经

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为调价基准日），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底价进行一次调整，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 

（4）发行价格调整 

由于近期资本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市场走势已触发价格调整机制，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对发行价格进行

了调整。本次调整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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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0 月 21 日）。公司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0

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较西水股份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

日（即 2015 年 6 月 2 日）前一交易日上证综指收盘点数累计下跌的百分比为

32.148%；公司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0 个交易日证监会保险指数（883172）

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较西水股份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6 月

2 日）前一交易日证监会保险指数（883172）收盘点数累计下跌的百分比为

26.895%。 

根据价格调整机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21.86*

（1-26.895%），即为 15.99 元/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20.31 元

/股。 

3、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银炬实业、绵

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北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集团、浦

东土控。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包括正元

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正元投资承诺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认购金额不低于

13 亿元且不低于西水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20%。为进一步保证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稳定，正元投资补充承诺，拟认购金额不低于 27 亿元且不低于本次

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40%。 

4、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为 6,774,038,776.50 元，发

行股份数量为 423,642,196 股，向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

北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集团、浦东土控等交易对方具体发行数量

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银炬实业 1,879,633,687.62 117,55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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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绵世方达 1,879,633,687.62 117,550,574  

3 德新景 1,856,057,645.04 116,076,150  

4 中江信托 887,692,916.76 55,515,504  

5 湖北聚隆 77,400,000.00 4,840,525 

6 武汉泰立 41,280,000.00 2,581,613  

7 上海浦高 22,004,304.00 1,376,129  

8 陆家嘴集团 94,988,192.82 5,940,474  

9 浦东土控 35,348,342.64 2,210,653  

合计 6,774,038,776.50 423,642,196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西水股份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则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为不超过 6,907,216,823.34 元，且不超过

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40,089,454 股，其中正

元投资承诺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认购金额不低于 13 亿元

且不低于西水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20%。为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

的稳定，正元投资补充承诺，拟认购金额不低于 27 亿元且不低于本次交易拟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40%。 

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正元投资不参与询价，接受最终的询价结

果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西水股份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则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5、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836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对

天安财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并选用市场法的

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市场法下，天安财险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1,576,131.80 万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575,731.59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值为 2,568,442.49 万元，评估增值 992,710.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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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率为 63.00%。 

根据以上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天安财险 26.96%股权交易价

格为 6,907,216,823.34 元，即每股天安财险股份交易价格为 2.58 元。 

6、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西水股份享有或承担。 

7、限售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北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

陆家嘴集团、浦东土控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西水股份发行的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北聚隆、

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集团、浦东土控不转让在西水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正元投资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向其他配套融资者发行的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

前，正元投资不转让在西水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向天安财险增资、支付交易对价和中介机构费

用。 

9、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11、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西水股份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

后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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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重组已履行的程序 

1、本次交易的对方已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方案； 

2、本次交易已经天安财险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西水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已经相关国资部门核准； 

5、本次交易已经西水股份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保监会原则性批复； 

7、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绵世方

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922 号），核准西水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 

8、天安财险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的修订； 

9、中国保监会已批准西水股份收购天安财险股权并增资天安财险以及天安

财险公司章程变更事宜。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

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的过户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6 年 2 月 1 日，天安财险依法就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履

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备案）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天安财险本次工商登记变更（备案）完成后，西水股份持有天安财险 50.87%

股权。 

（2）验资情况 

2016年2月2日，山东和信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和信验字（2016）第00019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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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股份采用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423,642,196股，其中：新增股本423,642,196元，资本公积6,350,396,580.50元。 

2、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关于《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西水股份与广发证券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编制了《内

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

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该《认购邀请书》明确规

定了发行对象与条件、认购时间安排、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

序和规则、特别提示等事项。 

广发证券于2015年12月18日向与西水股份共同确定的发行对象范围内的投

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投

资者名单包括截止2015年12月16日公司前20名股东、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10家证券公司、5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以及向西水股份或主承销商表达过认

购意向的投资者49家，没有超出《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拟发送对象名单》的范围，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

关规定。 

（2）申购及簿记建档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23日，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购时限内，共收到9家投

资者发出的《申购报价单》，有效申购9家。 

经核查，除正元投资外，西水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正元投资、北京新天地、

上海德莱和新时代证券没有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 

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共计9家，均按要求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有效申

购总金额为77.70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锁定期限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亿元） 

1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25.00 6.90 

2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 25.00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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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16.50 

23.50 16.50 

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23.05 7.00 

23.01 7.00 

22.98 7.00 

4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 24.20 6.90 

5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23.65 7.50 

6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 23.28 6.90 

7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2 30.00 6.90 

8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22.09 7.00 

20.65 7.10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25.36 6.90 

23.69 8.70 

22.18 12.00 

小计   77.70 

正元投资 36 
拟认购金额为 27.63 亿元，不参

与竞价，接受竞价确定的价格。 

（3）配售情况 

西水股份和广发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统

计，按照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

价格为24.20元/股。综合考虑西水股份募集资金需求量，最终拟定本次发行的股

份数量为285,422,182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907,216,804.40元。本次发行确定的认

购及配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有效申

购价格 

（元/股） 

有效申购

金额 

（亿元） 

获配金额 

（元） 

获配股数 

（股） 

锁定 

期限

（月） 

1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30.00  6.90  689,999,983.20 28,512,396 12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5.36  6.90  

689,999,983.20   28,512,396  12 23.69  8.70  

22.18  12.00  

3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5.00 6.90 689,999,983.20   28,512,396  12 

4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5.00  16.50  

 1,649,999,995.60   68,181,818  12 24.00  16.50  

23.50  16.50  

5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4.20  6.90   424,216,876.60   17,529,6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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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拟认购金额为 27.63

亿元，不参与竞价，

接受竞价确定的价

格。 

 2,762,999,982.60   114,173,553  36 

合计     - -  6,907,216,804.40   285,422,182  - 

（4）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正元投资为西水股份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根据《股份认购协议》，正元投

资承诺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配套融资，认购金额不低于

13亿元且不低于西水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20%。为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稳定，正元投资补充承诺，拟认购金额不低于27亿元且不低于本次交易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40%。本次发行正元投资认购金额为2,762,999,982.60元。 

除正元投资外，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23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保证金到账情况已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7-162号”

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2月23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广发证券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602000129200257965的人民币

申 购 资 金 缴 款 专 户 内 缴 存 的 申 购 保 证 金 共 计 人 民 币 陆 亿 元 整

（￥600,000,000.00）。 

2015年12月29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7-169号”验资

报告。截至2015年12月29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广发证券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602000129200257965的人民币申购

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申购款（含认购保证金）共计人民币柒拾壹亿零柒佰贰拾

壹万陆仟捌佰零肆元肆角（￥7,107,216,804.40）。 

2015年12月30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和信验资

（2015）第000124号”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0日止，西水股份采用非公开

发售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85,422,182股，每股面值1.00元，

每股实际发行价格为24.2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907,216,804.40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86,720,906.4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820,495,897.96元。其中：新

增股本285,422,182元，资本公积6,535,073,715.96元。西水股份此次新增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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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部到位，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669,422,182.00元。 

3、新增股份登记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16年2月4日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西水股份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法定的审

批、核准程序；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

所有权；相关新增股份已在登记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

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2015年9月15日，经西水股份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增补宋伟为

公司董事。除此之外，自2015年8月26日（西水股份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西水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更换情况。 

五、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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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天安财险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等。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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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的承诺函》、《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等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内

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各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上市公司尚需根据协议约定向SBI支付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

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相关交易对方涉及的承诺仍需继续履行。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核准程序；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上市公司

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相关新增股份已在登记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对于相关协议和承诺，相关责任人未有违反协议和承诺的情况发生；本次重组相

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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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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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孙树明  

 

 

财务顾问主办人：                、                、                 

洪道麟            贺明哲             张永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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