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天能源”）2016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通过贵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并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完成封卷工作。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东兴证券”）作为中天能源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和《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的要求，对中天能源分红情况及中天能源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等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分红事项 

（一）上市公司是否具备分红能力 

发行人于 2015 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实施反向收购借壳上市的公司，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母公司报表以壳公司为核算主体、合并报表以借壳方为核

算主体，导致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存在巨大反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发行人合并报表实现

净利润 50,714.09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口径未分配利润为

98,320.49 万元。但是由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上市公司主体全额承继原上

市公司主体存在的未弥补亏损，截止报告期末母公司报表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13,669.39 万元。鉴于母公司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发行人无

法进行利润分配。近三年上市公司母公司口径和合并报表口径的未分配利润情况

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未分配利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母公司口径 -22,176.28 -10,053.47 -13,669.39 

合并报表口径      -22,199.64 56,034.37 98,320.49 

注：2014 年数据为借壳前上市公司数据，非备考数据 

综上，重组后发行人整体经营情况良好，从合并口径来看发行人具有利润分

配能力。但是，重组后上市公司主体全额承继原上市公司主体存在的未弥补亏损，

因此按照母公司口径发行人无法进行利润分配。 

（二）上市公司长期未分红的原因 

发行人于 2015 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实施反向收购借壳上市的公司，

2014 年及借壳上市完成后的 2015 年、2016 年发行人未分红的原因如下： 

1、暂不符合上市公司分红条件 

2014 年至 2016 年上市公司母公司口径和合并报表口径的未分配利润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未分配利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母公司口径 -22,176.28 -10,053.47 -13,669.39 

合并报表口径      -22,199.64 56,034.37 98,320.49 

注：2014 年数据为借壳前上市公司数据，非备考数据 

如上表，2014 年-2016 年上市公司按母公司口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符合

上市公司分红的要求。 

2、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自 2015 年 3 月发行人完成借壳上市至今，借壳注入标的公司股权架构未发

生变更，如下图所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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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能源（母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利润分配主体在借壳上市后全额承继原上

市公司存在的未弥补亏损，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为-13,669.39

万元。为了弥补此未弥补亏损以符合利润分配条件，需要由其子公司青岛中天向

其进行利润分配。由于上图中长百中天为注册在香港的非居民企业，如若青岛中

天进行利润分配，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及《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

（五）项规定的所得，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由于长百中天

为中天能源全资子公司，其重大事项均由中天能源在境内做出决策（即长百中天

不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管理或控制的），故长百中天不是香港居民企业，因

此不适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

之“第十条 股息”之“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一

方，按照该一方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方的居民，则所征

税款不应超过：（一）如果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 25%股份的，

为股息总额的 5%；”减按 5%征收情况，因此青岛中天向长百中天利润分配需要

交纳 10%的所得税。同时，长百中天取得的青岛中天向其分配的利润属于非香港

境内的收入，按香港《税务条例》的规定在香港无需交税，另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第三条 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和“第二十四条 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

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

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在本

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因长百中天取得的青岛中天向其分配

的利润在境外未缴税，故长百中天向中天能源进行利润分配在弥补亏损后需在国

内按照 25%交纳所得税。另外，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



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2 号的规

定，长百中天符合认定为居民企业的相关条件，目前公司正在认定办理中，如若

长百中天被认定为居民企业，青岛中天向长百中天进而向中天能源进行利润分配

可以节约 35%的税收成本，从而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基于此，发行

人 2015 年和 2016 年暂未通过青岛中天分红给中天能源，从而最终未向发行人股

东进行分红。在此情况下，中天能源（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无法分红。 

（三）未来分红的措施 

1、鉴于目前长百中天正在进行居民企业认定过程中，发行人承诺在长百中

天居民企业认定结果出来后（无论认定为居民企业或不被认定为居民企业）的最

近一个年度，青岛中天向中天能源进行利润分配，此次利润分配以弥补中天能源

未弥补亏损为最低条件； 

2、在弥补中天能源亏损以后的年度，在青岛中天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正数，审计机构对其当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

证其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青岛中天每年现金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30%，且青岛中天需在其公司章程中明确此分配条款； 

3、通过青岛中天利润分配及中天能源以后可能的其他投资带来的收益，中

天能源将实现盈利，中天能源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审计机构对

其当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证其能够持续经营和长

期发展的前提下，发行人承诺在弥补中天能源亏损当年应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

利润，且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 50%。 

4、在弥补中天能源亏损以后的年度，中天能源将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

九十条进行利润分配，即：“在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报告期净利润为正，以及

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且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的情况下，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每 3 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 3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二、发行人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事项 

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前述议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以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授权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即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

到期。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鉴于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为

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发行人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2017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天能源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

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并进行了

公告。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行人于 2015 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

新上市公司主体全额承继原上市公司主体存在的未弥补亏损，导致母公司可供普

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同时考虑股东利益最大化，发行人暂无法进行利润分

配。同时，发行人已采取积极措施，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对利润分配中的税

收成本争取最大化优化，并对未来分红作出承诺，保证股东利益。另外，为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进行，发行人及时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天能源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分红事项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障碍，发行人

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有利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推进，发行人符合非公

开发行相关法定条件。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李刚安 陈海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