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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各方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钢国际”、“上市公司”或“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

钢集团”）、发行对象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股份”）、中钢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资产”）以及中钢国际出具的主要承诺，具

体如下： 

序号 承诺 目前状态 

1 中钢股份、中钢资产关于通过本次重组认购中钢国际股份锁定的承诺 正在履行 

2 中钢集团、中钢股份关于保持中钢国际独立性的承诺 正在履行 

3 中钢集团、中钢股份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正在履行 

4 中钢集团、中钢股份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正在履行 

5 中钢股份、中钢资产关于拟出售资产权属及有关事项的承诺 履行完毕 

6 中钢股份关于接收置出资产的承诺 履行完毕 

7 中钢股份关于注入资产诉讼的承诺 正在履行 

8 中钢股份关于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声明与承诺 正在履行 

9 中钢股份关于商标许可的承诺 正在履行 

10 中钢国际、中钢集团关于未取得转移同意函的金融债权的承诺 履行完毕 

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本独立财务顾问

认为，上述承诺中除第 5 项、第 6 项和第 10 项已经履行完毕外其他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日，承诺出具各方均应履行了自身所做承诺，

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二、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公司 2016 年业绩实现情况 

中钢国际与中钢股份、中钢资产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并于 2014 年 4 月 8 日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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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盈利预测的补偿期为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对注入资产中钢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钢设备”）所产生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出如下承

诺：2014 年度不低于人民币 43,706.20 万元、2015 年度不低于人民币 47,871.82

万元、2016 年度不低于人民币 51,651.45 万元。 

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关于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天运[2017]普字第 90483 号附 4 号）,注入资产

中钢设备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5,378.59 万元，占盈利预测的比例为 107.22%，完成盈利预测。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于 2014 年实施完毕，根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注入资产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关于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天运[2017]普字第 90483 号附

4 号）注入资产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额超过承诺的净利润额，交易对方无需

对中钢国际进行补偿。 

（二）公司 2014 年业绩实现调整情况 

根据中钢国际与中钢股份、中钢资产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以及于 2014 年 4 月 8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承诺中钢设备 2014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 43,706.20 万元。 

2017 年 3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以下简称“吉林证监

局”）《关于对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吉

证监决〔2017〕1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认为中钢设备霍邱铁矿深加

工项目收入确认存在跨期情况。公司按照吉林证监局的整改要求，根据会计准则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更正完成后，中钢设备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由 454,276,953.17 元调整

为 433,905,753.42 元，未完成 2014 年度的业绩承诺。因此，中钢股份、中钢资

产将按照约定的方式予以补偿，应补偿股份数＝(437,062,000.00-433,905,753.42) 

×229,696,397÷1,432,294,700.00=506,166 股（向上取数）。本次应补偿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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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166 股拟由中钢资产全部承担，公司已与中钢股份、中钢资产签署《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就具体补偿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调整及股份回购注销方案

的议案》，并已提交公司拟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如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公司将以一元的总价回购中钢资产持有的

公司 506,166 股股份并予以注销。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内，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公司的营业收入水平基本保持持平、

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幅 

营业总收入 944,373.39 976,864.15 -3.33% 

净利润 51,856.72 47,664.68 8.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51,241,29 47,163.64 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73 8.20% 

2016 年，公司紧紧把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机遇，

狠抓市场开拓、业务和商业模式创新、项目执行，继续推进“国际化、多元化”

战略转型，保持了稳健增长的良好态势。公司成功签署了伊朗综合钢厂、俄罗斯

烧结、玻利维亚综合钢厂、西上庄低热值煤热电、阿尔及利亚球团、阿尔及利亚

直接还原铁等一批国内外重大工程项目，签约合同金额以及在手合同额均较去年

同期有较大增长。此外，公司继续加大基础设施领域 BOT、PPP 项目的开拓力

度，在污水处理、发电、道路建设及土地整理、节能环保、煤焦化工等领域取得

了积极的成果。武汉天昱金属 3D 打印技术市场化推广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二）关于公司对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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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国际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钢设备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钢股份”）于 2012 年签订了产品结构调整技改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及设备成套

供货等合同，合同约定中钢国际以总承包方式向重钢股份提供相关工程的新增和

利旧改新增部分机械、电气设备的总承包、供货及相关的技术服务。目前，上述

项目已经基本完工，尚剩余少部分收尾工程尚未竣工。 

过去几年中，受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材市场持续恶化，钢材价格大幅

下跌的影响，国内钢铁行业普遍面临巨大经营压力。重钢股份的钢材销量、售价

等均有较大幅度下降，还款能力受到较大影响。截至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末，公司对重钢股份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134,942.04 万元、98,446.65

万元和 99,242.28 万元。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对重钢股份的计提坏账准备期末余

额为 37,184.71 万元。 

2016 年度，中钢设备累计收回重钢股份应收款项共计 68,805.69 万元。其中，

重钢股份以现金方式支付的金额为 13,000.00 万元，以银行汇票支付的金额为

13,665.46 万元，以房屋建筑物抵账的金额为 17,423.87 万元，以重钢铁业资产抵

账的金额为 21,275.41 万元，以债务抵账的金额为 3,440.95 万元，共计 68,805.69

万元。考虑到 2016 年度重钢股份的回款情况较为良好，同时结合 A 股其他工程

承包类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钢设备目前对重

钢股份目前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准备较为充分，但如果重钢股份在未来的经营状

况进一步恶化，回款能力进一步下降，将可能导致中钢设备对其的部分或全部应

收账款无法收回，对应的坏账计提准备金额将可能进一步增加。 

（三）公司 2016 年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关于霍邱铁矿项目，由于开展工程总承包项目中业主的民营股东涉及有关部

门查办的经济案件，项目进展较为缓慢。公司由于 2016 年新签多个海外重大项

目合同，项目预付款的需求较大，同时一些项目也进入执行高峰期，付款压力较

大。为切实提高募集资金运用效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将开展工程总承包

项目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已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 2016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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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开展工程总承包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55,518.98 万元的用途

变更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钢国际公司本次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是公司适应市场变化和业务发展变化而作出的相应调整，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变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四、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次交易前，中钢国际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市规则》、《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

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先后制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规

章制度，规范了公司运作，同时不断加强信息披露工作。 

在本次交易期间，中钢国际先后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现金分红管理制度》、《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同时按照规

则要求，规范内幕信息登记管理，加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

档案，防范内幕交易，并及时对外公告本次交易相关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

议、重组进展公告、重组报告书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本持续督导期间，中钢国际继续严格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市规则》、《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平等权利。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钢国际在持续督导期间内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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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重视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则，规范公

司运作。中钢国际目前公司治理情况与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不存在明显差异。中

钢国际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

披露有关信息，公平地保护上市公司和所有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明显差异的其

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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