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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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编号：临 2017-073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亚星化学控股股东财产份额转

让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 

重大风险提示： 

由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汇理”）担任普通合

伙人的深圳长城汇理二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长城汇理四号专项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长城汇理五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华清汇理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等四家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于 2017年 10月 30日与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泰控股”）及其控股股东文斌先生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通过财产份额转

让的方式将合伙企业 100%财产份额转让给成泰控股及文斌先生。本次权益变动后，长城汇

理将不再控制上述四家合伙企业，持有我公司股份的数量下降至 32,822,719 股，占我公司

总股本的 10.40%；成泰控股、文斌先生将分别成为四家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

人，通过上述四家合伙企业持有我公司 41,653,962股股份，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13.20%，成

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 

●成泰控股若不能按期筹集足够收购资金，将导致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无法完成。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依据关于控制权认定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权益变动后的相关股权分布、转让双方关于

董事会改组的相关约定以及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对本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意见，

《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前，亚星化学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宋晓明。 

本次权益变动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后，亚星化学的实际控

制人将变更为文斌。 

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根据累积投票制的规则，受让方根据协议

约定提名推荐的候选董事是否全部当选或当选人数是否超过亚星化学董事会 1/2 人数的结

果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风险。 

●受让方因股票质押融资可能引致丧失部分公司股权甚至失去控制权，导致公司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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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 

●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转让财产份额

事项持有异议，不理解本次转让的动机和意义，可能会对公司重大事项决策产生影响。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亚星化学”）于

2017年 11月 2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亚星化学控股股东财产

份额转让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285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公司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

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等相关规定，逐项

核实财产份额受让方成泰控股、文斌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受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

致行动人、你公司前十大股东、你公司董监高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

系等相关安排。 

回复： 

根据成泰控股、文斌及长城汇理提供的资料、回复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等公开渠道查询的信息，上市公司遵循《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

十三条（以下简称“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核实如下： 

一、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经逐个核实成泰控股、长城汇理、亚星化学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的前十大

股东（包括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要股东”）的股权控

制结构，成泰控股、文斌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上市公

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二、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经核实，成泰控股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受同

一主体控制情形。 

三、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

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实，成泰控股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其中

一方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在另外一方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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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经核实，成泰控股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其中

一方的参股另外一方的情形。 

五、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五项：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

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经核实，不存在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上市公司董监

高为成泰控股、文斌本次收购提供融资安排的情形。 

六、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六项：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

济利益关系 

经核实，成泰控股、文斌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上

市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七项：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经核实，文斌持有成泰控股 40%的股权，韩海滨持有成泰控股 30%的股权，

文斌与成泰控股构成一致行动，韩海滨未持有亚星化学股份；且文斌未持有出让

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任何股份。 

八、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经核实，成泰控股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亚星化学任何股份，

且文斌未担任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九、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九项：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

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

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简称“近亲属”），与

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经核实，成泰控股持股 30%以上的自然人股东文斌和韩海滨及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其近亲属均未持有亚星化学股份。文斌不是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

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的持股 30%的自然人和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近亲属。 

十、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十项：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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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经核实，成泰控股、文斌不存在因该情形而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

人、主要股东、上市公司董监高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安排。 

十一、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一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经核实，成泰控股、文斌不存在因该情形而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

人、主要股东、上市公司董监高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安排。 

十二、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二项：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经核实，成泰控股、文斌与出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股东、上

市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综上，公司认为财产份额受让方成泰控股、文斌与转让方长城汇理及其一致

行动人、亚星化学前十大股东、亚星化学董监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

等相关安排。各方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其他安排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的亚星化

学的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亚星化学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没有

一致行动情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问题二、根据公告，转让双方同意于你公司因约定的辞职所召开补选董事

及监事的股东大会时，转让方持有的及其控制的你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应就选

举受让方提名的董监事候选人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请说明：（1）上述约定是

否构成一致行动安排；（2）转让双方对你公司选举董监高或其他重大经营决策

方面是否达成一致或有相关协议或安排。如是，请披露具体安排。 

回复： 

一、上述约定不构成一致行动安排 

第一，上述约定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共同扩

大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和事实，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

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数量的行为和事实。 

根据《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第 8.2 条的约定，各方同意，于亚星化学因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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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辞职所召开补选董事及监事的股东大会时，长城汇理持有的及其控制的亚星

化学股份的表决权应就选举受让方提名的符合法定资格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的

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根据转让双方的回复，转让双方仅就上述补选董事及监事候选人相关议案的

投票存在约定，转让双方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亦未达成除因约定的董事监

事辞职所召开补选董事及监事的股东大会时的投票事项以外的一致行动安排，亦

不存在就本次交易完成后转让双方所享有的亚星化学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提案权

等影响亚星化学股份表决权数量的权利作出安排，不构成转让双方共同扩大其所

能够支配的亚星化学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第二，根据转让双方的说明及上市公司逐项核实，转让双方不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第三，结合市场已有案例，上市公司股东与其他投资者协议约定就其提名的

董监事的选举议案投赞成票不构成一致行动情形。 

经查询，上市公司股东与其他投资者协议约定，就其他投资者提名的董监事

的选举议案投赞成票且不构成一致行动情形的案例，在 A股市场已有先例，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 

序

号 

上市公

司 
事项 交易相关方 事实情况 备注 

1 

中恒集

团

（6002

52） 

第一大股

东转让所

持有的中

恒 集 团

20.52% 股

份 

（1）卖方、

中恒集团第

一大股东：广

西中恒实业

有限公司 

（2）买方：

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交割前安排：1、在本协议生

效日后 20 个日历日内，卖方应提议召开股东大会更换

一名上市公司董事，卖方承诺其将对买方提名的董事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投赞成票。 

未披露买卖双方

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2 

鲁阳股

份

（0020

88） 

控 股 股

东、实际

控制人转

让所持有

的鲁阳股

份 29%股

份 

（1）卖方：

南麻集体资

产管理中心； 

（2）买方：

奇耐联合纤

维亚太控股

有限公司 

根据买方与卖方和管理层股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买方与卖方和管理层股东就鲁阳股份的董事会和监事

会的构成、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

的提名进行了约定，并且该等当事方一致同意，将促使

买方推荐的人担任鲁阳股份的财务总监和市场总监；并

且，各方同意，在为选举各方根据《谅解备忘录》提名

的新董事和监事所召集的鲁阳股份股东大会上，每一方

应根据《谅解备忘录》对选举各方提名人投赞成票。 

未披露买卖双方

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3 

金石东

方

（3004

34）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

金购买海

南亚洲制

药股份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1）金石东

方实际控制

人蒯一希； 

（2）交易对

方楼金等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1）蒯一

希同意交易对方可提名不超过 2 名董事候选人、1 名监

事候选人，并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投

赞成票；（2）交易对方同意在其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当选

上市公司董事后，该等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

长的会议上，推选蒯一希担任董事长并在选举董事长时

投赞成票。 

未披露蒯一希与

交易对方构成一

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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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上市公

司 
事项 交易相关方 事实情况 备注 

4 

冠福股

份

（0021

02）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

金购买上

海塑米信

息科技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1）冠福股

份实际控制

人林氏家族； 

（2）交易对

方陈烈权、蔡

鹤亭等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冠福股份实际

控制人林氏家族承诺配合陈烈权、蔡鹤亭提名董事候选

人并在股东大会时投赞成票，促成陈烈权、蔡鹤亭或其

提名人员合计取得冠福股份九名董事席位中的两位。 

未披露林氏家族

与陈烈权、蔡鹤亭

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综上，上述约定不构成一致行动安排。 

二、转让双方对公司选举董监高或其他重大经营决策方面未达成一致或有相

关协议或安排 

根据转让双方的回复，除因约定的辞职所召开补选董事及监事的股东大会时

的投票事项以外，转让双方未就本公司选举董监高或其他重大经营决策方面达成

一致，未签署相关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一致行动安排。 

 

问题三、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内是否存在重大违法等影响其收

购人资格的情形。 

回复： 

根据受让方提供的回复，本次权益变动的受让方为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和

文斌。文斌为成泰控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且文斌为成泰控股的执行董事，

故文斌和成泰控股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受让方不存在其他的一致行动人。 

经受让方核查，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等影响其

收购人资格的情形。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受让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受让人成泰控股的有息负债主要为短期借款、应付

票据和长期应付款，具体情况如下： 

1、短期借款情况 

（1）人民币借款 

贷款银行 金额（人民币元） 期限 是否逾期 

日照银行 20,000,000.00 2017/2-2018/2 否 

日照银行 10,000,000.00 2017/4-2018/4 否 

东营银行 5,000,000.00 2017/3-2018/3 否 

华夏银行 70,000,000.00 2017/4-2018/2 否 

华夏银行 40,000,000.00 2017/9-2018/9 否 

潍坊银行 20,000,000.00 2017/5-2018/5 否 

天津银行 30,000,000.00 2017/5-2018/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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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工行 10,000,000.00 2017/5-2018/5 否 

昌邑工行 7,000,000.00 2017/8-2018/8 否 

兴业银行 38,904,751.20 2017/8-2018/8 否 

借款合计 250,904,751.20 - - 

（2）外币借款 

贷款银行 金额（美元） 金额（人民币元） 期限 是否逾期 

潍坊银行  11,950,000.00   78,761,255.00  2017/5-2018/5 否 

兴业银行  17,593,000.00   115,953,703.70  2017/2-2018/2 否 

借款合计 29,543,000.00 194,714,958.70 - - 

 

2、应付票据情况 

（1）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 金额（人民币元） 期限 是否逾期 

东营银行  20,000,000.00  2017/1-2018/1 否 

华夏银行  20,000,000.00  2016/12-2017/12 否 

华夏银行  10,000,000.00  2017/3-2018/3 否 

齐鲁银行  40,000,000.00  2017/4-2018/4 否 

日照银行 40,000,000.00  2017/2-2018/2 否 

潍坊银行 120,000,000.00  2017/5-2018/5 否 

兴业银行 162,000,000.00  2017/2-2018/2 否 

合计 412,000,000.00 - - 

（2）信用证 

信用证 金额（人民币元） 期限 是否逾期 

交通银行  5,147,492.90  2017/11-2018/11 否 

日照银行  15,009,421.57  2017/2-2018/2 否 

兴业银行  15,610,086.21  2017/2-2018/2 否 

潍坊银行  116,620,183.35  2017/5-2018/5 否 

齐商银行  23,408,085.16  2017/2-2018/2 否 

华夏银行  10,243,055.84  2017/9-2018/9 否 

农商银行  56,963,793.48  2017/8-2018/8 否 

交通银行  10,698,689.73  2017/11-2018/11 否 

日照银行  124,013,254.57  2017/2-2018/2 否 

潍坊银行  30,716,933.09  2017/5-2018/5 否 

齐商银行  10,104,505.00  2017/2-2018/2 否 

华夏银行  29,520,543.75  2017/9-2018/9 否 

东营银行  6,914,770.00  2017/3-2018/3 否 

合计 454,970,814.65  - 

 

3、 长期应付款情况 

单位 金额（人民币元） 期限 款项性质 

聚永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298,026,519.82  2016/11-2019/11 融资借款 

华潍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潍坊 64,788,161.47 2017/5-2020/5 融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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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宝马 740 136,798.75 2016/11-2019/11 融资租赁 

未确认融资费用  -3,758.59    

合计 362,947,721.45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受让人成泰控股除以上有息负债外，还有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应交税费等经营性应付款和其他应付款。成泰控股的经营性应付款均

为正常经营往来，不存在逾期现象；成泰控股其他应付款中有 392,985,800.00

元为股东借款。 

成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资信状况及债务偿还能力良好，不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

的情形。 

二、受让人不存在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成泰控股子公司成泰化工在 2015年至 2016年存在受到昌邑市环境保护局处

罚的现象，具体如下： 

1、2015 年 4 月 3 日，就成泰化工 20 万 t/a 碳四异构化项目环境保护设施

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投入生产行为，昌邑市环境保护局作出了 [2015]第 7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对成泰化工罚款人民币 5万元。 

2、2016年 3 月 4日，就成泰化工异戊烯醇项目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开工

建设行为，昌邑市环境保护局作出了 [2016]第 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成泰

化工罚款人民币 10 万元。 

根据昌邑市环境保护局所出具的证明：“成泰化工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行为，且已履行了本局的处罚决定。成泰化工最近 3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

有重大违法行为。” 

受让人子公司成泰化工在 2015年至 2016年受到昌邑市环境保护局处罚的事

项不属于影响受让人收购资格的重大违法行为。除此之外，受让人成泰控股最近

3年不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受让人成泰控股及文斌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

第四和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综上，根据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上市公司核查，其最近三

年内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所规定的重大违法等影响其收购人

资格的情形。 

根据成泰控股总经理韩海滨、监事吴青松、财务负责人元经纬、副总经理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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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修出具的说明并经上市公司核查，其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一）、（二）所规定的情形。 

根据成泰化工出具的说明并经上市公司核查，其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一）、（二）所规定的情形。 

根据成泰物流出具的说明并经上市公司核查，其不存在在《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一）、（二）所规定的情形。 

成泰控股、成泰化工、成泰物流、成泰新材料及其董监高关于是否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一）、（二）所规定的情形的自查情况如下： 

名称 
与成泰控股关

系 

是否存在负有数

额较大债务，到

期未清偿，且处

于持续状态 

是否存在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

为或者涉嫌有重

大违法行为的情

况（包括行政处

罚） 

是否已出具书

面自查报告 

成泰控股 - 否 否 是 

文斌 执行董事 否 否 是 

韩海滨 总经理 否 否 是 

吴青松 监事 否 否 是 

元经纬 财务总监 否 否 是 

肖溪修 副总经理 否 否 是 

成泰化工 子公司 否 否 是 

文斌 执行董事 否 否 是 

韩海滨 总经理 否 否 是 

吴青松 监事 否 否 是 

元经纬 财务总监 否 否 是 

肖溪修 副总经理 否 否 是 

李金 副总经理 否 否 是 

成泰物流 子公司 否 否 是 

文斌 执行董事 否 否 是 

吴青松 总经理 否 否 是 

元经纬 财务总监 否 否 是 

李金 副总经理 否 否 是 

成泰新材料 子公司 否 否 是 

文斌 执行董事 否 否 是 

吴青松 总经理 否 否 是 

元经纬 财务总监 否 否 是 

李金 副总经理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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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结合本次转让的合伙企业的经营实质，说明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价

格的定价依据。 

回复： 

根据相关股东的回复，本次转让的合伙企业无实际经营，其全部出资均用于

买入并持有亚星化学股票。 

根据转让双方的说明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本次财产份额转让

价格的定价依据以合伙企业所持亚星化学股票价值及合伙企业的净资产值为参

考依据。本次股票价格的定价依据系转让双方基于上市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

来发展预期及控制权溢价等因素，经友好协商一致确定，具体原因为:基于对上

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成泰控股拟通过本次转让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本次转

让完成后，成泰控股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权益的

原则，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问题五、本次交易作价 8.3 亿元，与你公司 13.2%股权对应市值 4.56 亿元

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和考虑，收购价款是否包含控制权转让费。 

回复： 

本次交易作价 8.3亿与对应市值 4.56 亿元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和考虑是： 

1、收购价款包含了控制权溢价。 

2、受让方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问题六、本次收购所需资金中，文斌所出资 20,000 万元的具体资金来源及

到位情况。 

回复： 

文斌所出资的 20,000万元主要来源于多年经营所得，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

该资金已全部到位。 

 

问题七、本次收购所需资金中，成泰控股以其自有资金出资 5,000 万元，

向其子公司成泰化工借款 58,307.92 万元。请说明：（1）成泰控股 5000 万资金

的具体来源及到位情况；（2）成泰化工的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3）

成泰化工主营产品化工细分行业及其主要经营业务情况等，收购后是否将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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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4）成泰化工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对外借款。如是，

请明确具体的筹资安排，筹资对象，担保安排，筹资成本和方式、还款期限、

到位情况等，并明确是否存在可能无法按期筹足全部资金的风险。 

回复： 

一、成泰控股收购资金的具体来源及到位情况 

根据成泰控股的回复，5000 万元自有资金为成泰控股的投资积累及股东投

入，已于 2017年 10月 30日作为定金支付给转让方。 

成泰控股的收购所需资金中，58,307.92 万元来源于向其子公司成泰化工的

借款，其中 1.8亿元来源于成泰化工对外借款，40,307.92万元为成泰化工自有

资金，主要来源于成泰化工的经营积累及股东投入：（1）成泰化工 2014年至 2017

年 9月 30日，累计净利润为 180,464,335.22 元，累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 317,787,764.70 元；2017年 1-9 月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1,862,156,127.77 元，平均每月销售收入回款 206,906,236.42 元；（2）成泰化

工股东累计投入为 429,135,762.58元，其中：实收资本 125,000,000.00 元，资

本公积 304,135,762.58 元；（3）截至 2017 年 9月 30日，成泰化工的货币资金

余额为 415,428,616.18 元。 

成泰控股对外借款实质上属于与子公司的往来款，不属于有息负债。尽管成

泰控股最近一期末资产负债率达到 94.21%，但其带息负债比率较低，且成泰化

工经营情况良好，公司资产负债率逐年下降。综上，成泰控股对成泰化工的借款

不会对造成其重大财务压力或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 

二、成泰化工的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成泰化工的回复，其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9.30/ 

2017年 1-9月份 

2016.12.31/ 

2016年度 

2015.12.31/ 

2015年度 

2014.12.31/ 

2014年度 

资产总

额 
3,050,317,100.75 2,420,889,259.88 2,215,343,050.34 1,725,501,042.64 

负债总

额 
2,541,999,449.54 1,974,462,683.07 2,046,233,803.11 1,649,235,327.75 

净资产 508,317,651.21 446,426,576.81 169,109,247.23 76,265,714.89 

营业收

入 
1,805,219,814.78 2,105,901,537.81 1,565,070,921.16 1,201,274,214.18 

净利润 61,891,074.40 77,317,329.58 9,804,731.13 31,451,200.11 

经营活

动产生
62,614,641.53 -223,750,449.32 84,451,629.69 394,471,9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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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

流量净

额 

投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34,255,159.72   -229,820,014.27   -276,713,710.39   -184,689,550.89  

筹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33,206,082.97   229,048,230.86   213,470,575.98   122,890,230.54  

现金及

现金等

价物净

增加额 

 -4,846,601.16   -224,522,232.73   21,208,495.28   332,672,622.45  

净资产

收益率 

12.18% 
17.32% 5.80% 41.24% 

资产负

债率 

83.34% 
81.56% 92.37% 95.58%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期末所有者权益； 

2、2016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3,750,449.32元，主要为 16年年底增加

了原材料的采购，16 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 15 年增加 671,099,323.63 元所

致。 

 

三、成泰化工主营产品化工细分行业及其主要经营业务、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成泰化工的回复，其相关情况如下： 

1、成泰化工主营产品 

成泰化工的主营产品为高纯度异丁烯、异戊烯醇、壬醇、十三醇、二异丁烯、

三异丁烯、正丁烷、异丁烷、高纯度异丁烷、甲苯、二甲苯、MTBE 等化工产品。 

2、成泰化工的细分行业 

根据 wind行业分类标准，成泰化工所在细分行业为特种化工。 

3、主要经营业务情况 

成泰化工主要以碳 4为原料，生产和销售高纯度异丁烯、二聚异丁烯、多聚

异丁烯、异戊烯醇、异构烷烃溶剂等多种产品，其中 60%以上的产品属于进口替

代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目前成泰化工已经成为国内碳 4深加工的

行业龙头之一。 

4、收购后成泰化工与亚星化学不构成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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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泰化工与亚星化学的所属细分行业、生产所用原材料、主要产品、主要生

产装置、供应商、客户、商标对比情况如下： 

 成泰化工 亚星化学 

所属细分行业（wind 行业分

类标准） 

特种化工 基础化工 

原材料 炼油混合碳四、裂解混合碳

四、煤化工混合碳四、甲醇

等 

 

盐（氯化钠）、高密度聚乙烯、

尿素、辅料(硫酸和部分自产

的氯气、氢氧化钠)等 

主要生产设备 混合碳四系列加工装置 离子膜烧碱 

主要产品 甲基叔丁基醚、异丁烯、二

异丁烯、异戊烯醇、溶剂油

等 

氯化聚乙烯（CPE）、离子膜

烧碱、水合肼、ADC发泡剂等 

产品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石油产品助剂、精

细化学品助剂、农药和医药

的原料 

主要应用于涂料、有机高分

子聚合物的加工助剂、烧碱 

主要供应商 不存在相同或重合的情形 

主要客户 不存在相同或重合的情形 

商标 不存在相同或重合的情形 

综上，成泰化工与亚星化学在所属细分行业、生产所用原材料、主要产品、

主要生产装置、供应商、客户、商标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不构成同业竞争情

形。 

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受让方出

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不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2、如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发生

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给予公司，以避免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并确保公司及其他股东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3、若违反上述承诺的，将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愿意承担

因未履行承诺函所做的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

额外的费用支出。” 

四、成泰化工的资金来源及相关风险 

根据成泰化工的回复，其部分资金来源于向非关联第三方青岛青旅假日酒店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借款金额为 1.8 亿元。成泰化工实际控制人文斌与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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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方青岛青旅假日酒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系多年合作伙伴，双方不构成关

联关系。成泰化工向其借入相关款项并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与青岛青旅假日酒

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借款金额及期限：借款总额为人民币 1.8亿元，年利率为 9.5%，借款期

限一年，自该款项到达成泰化工指定账户之日起开始计息； 

2、借款的提供：借款应于 2017年 12 月 19日前由青岛青旅假日酒店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支付至成泰化工指定账户； 

3、还款方式：在该款项到达成泰化工指定账户之日起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满 1年一次性归还本息； 

4、担保：由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和文斌进行连带责任保证； 

5、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本协议第二条的约定提供借款的，乙方有权要求其赔偿由此

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2）乙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的，应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 

尽管成泰化工已与借款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同时拟通过设备融资租赁、新增

银行授信、新项目投产收益等措施减少筹资风险，无法按期筹足全部资金的可能

性较小，但仍然存在可能无法按期募足全部资金的风险。若青岛青旅假日酒店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无法在约定日前到账，同时成泰化工的其他备选资金筹措措

施未能有效实施，可能导致受让方无法足额收购《财产份额转让协议》项下约定

的所有合伙企业份额，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问题八、在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受让方是否存在将所持你

公司股份进行质押融资的计划或安排。如是，请披露拟融资的具体用途，是否

拟用于筹集收购资金或未来归还所筹收购资金等。 

回复： 

根据受让方的回复，在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受让方存在将所

持全部亚星化学股份进行质押融资的计划或安排。拟融资的具体用途为未来归还

成泰化工所筹收购资金中的对外借款，该部分借款金额为 1.8亿元，受让方拟质

押全部股份用于偿还该部分借款，股票质押后受让方将根据上交所相关规定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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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牌前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计算，受让方拟质押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为 4.56

亿元，质押率为 39.47%。在股票质押期间，若上市公司股票市价持续下行，或

者受让方受不可预期因素影响，未来经营形势发生不利变化，甚至于所质押股票

被采取强制平仓的风险，届时，将导致受让方丧失部分公司股权，严重时将影响

到对公司的控制权。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上风险。 

 

问题九、请结合本次财产份额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要求，披露若无

法按期筹足资金对本次财产份额收购的影响，是否会导致本次财产份额收购失

败，以及你公司和转让双方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本次财产份额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 

根据双方《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财产份额款的支付时间、

支付方式如下： 

（1）定金支付 

受让方于协议签署当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 3 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5,000万元作为定金。 

（2）转让款支付 

不晚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

15,000万元作为首期转让款（以下简称“首期款”）； 

不晚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

30,000万元作为第二期转让款（以下简称“第二期款”）； 

不晚于 2018 年 2月 20日，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余款人民币

333,079,240元。 

二、若无法按期筹足资金对本次财产份额收购的影响 

根据受让方出具的回复，成泰控股及文斌具备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能力，并

已就本次交易的资金做了周密安排和充分准备，无法按期筹足资金的可能性较小。

经核实，本次财产份额转让金额总计 83,307.92 万元，其中，文斌以其自有资金

出资 20,000 万元；成泰控股以其自有资金出资 5,000 万元，向其子公司成泰化

工借款 58,307.92 万元。成泰化工向成泰控股借出款项中除 1.8 亿元为其自身对

外借款外，其余部分全部为其自有资金。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成泰控股与成泰化工的自有资金已全部到位，文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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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 20,000 万元自有资金已全部到位。此外，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方应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之前将 1.8 亿元支付至成泰化工账户，且本次借款只会影响

最后一期转让款的支付。若借款方未在约定日将借款支付至成泰化工账户，亦不

影响受让方“首期款”及“第二期款”的支付，且受让方有近 3 个月的时间（在

最后一期转让款支付日前）采取其他措施筹集 1.8亿，因此，可能导致本次财产

份额收购失败的可能性极小。但如若出现成泰控股及文斌未按期募足资金的情形，

将可能导致受让方无法足额收购《财产份额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所有合伙企业

份额，不排除会对投资者的预期和股票价格产生一定影响。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 

三、公司和转让双方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关风险 

上市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上市公司将积极关注前述财产份额转让的

进展，及时就相关风险作出充分披露和提示。 

受让方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出让成泰控股所持有其他下属公司的股权；

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力度和回款催收力度，适当加大子公司的分红比例等。 

转让方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根据《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如受

让方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转让方支付逾

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三十天，转让方有权解除协

议，且转让方有权没收受让方支付的定金；根据转让方的说明，如转让方无法按

期筹足资金，就逾期支付的部分，转让方将向受让方收取违约金，并视逾期情况

没收受让方支付的定金及行使解除权。 

 

问题十、根据公告，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受让方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

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但为适应行业

环境变化及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产业升级和完善。受让方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对上市公司亦暂无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但为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尝试对其资产、业务进行调整的可能。请补充披露： 

受让方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产业升级和完

善的计划，是否有注入资产、重组、置换等计划。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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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划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无明确计划，请从政策因素、行业特性、上市公司情况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状况等方面，就资产注入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在披露时，

注意不得使用“不排除”“暂无”“可能”等模糊性表述。 

回复：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受让方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

整、产业升级和完善的计划，无注入资产、重组、置换的计划。 

 

问题十一、根据公告，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内，受让方不会处置本

次权益变动中所获得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受让方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尚无明

确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请补充披露： 

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个月内是否有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如是，请按本所上市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公告格式指引要求，补充披露包括

增持数量或金额、增持价格、实施期限、资金安排等相关信息；如无，请予以

明确。在披露时，注意不得使用“不排除”“暂无”“可能”等模糊性表述。 

回复： 

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有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具

体增持计划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成泰控股有限公司、文斌。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的股份数量：成泰控股和文斌通过间接收购的方式持

有上市公司 41,653,96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3.20%，截至本回复意

见出具日尚未完成该等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三）增持主体在本回复意见出具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有具体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

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成泰控股

及文斌决定进行本次增持计划。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A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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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方式：集合竞价及大宗交易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成泰控股和文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

于 1,000,000 股且不高于 5,000,000股，即不低于上市公司股本的 0.32%且不高

于 1.58%；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间接收购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的 6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上述间接收购上市公司股份未完成过户

登记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或资本市场

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成泰控股和文斌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实施完毕之后

的 12个月内不减持亚星化学股票。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

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问题十二、根据公告，受让方将根据有关规定、公司章程以及相关约定，

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监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选举。请补充披露： 

公司目前董监高的提名或推荐股东，受让方此次拟推荐或提名的董监高人

数。改组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各成员的提名或推荐股东情况。 

回复： 

一、公司目前董监高的提名或推荐股东 

亚星化学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提名或推荐情况如

下： 

序号 职位 姓名 提名或推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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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位 姓名 提名或推荐情况 

董事会成员情况 

1 董事长 苏从跃 由长城汇理提名 

2 副董事长 曹希波 由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3 董事 蔡清爽 由长城汇理提名 

4 董事 吕云 由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名 

5 独立董事 顾亚平 由长城汇理提名 

6 独立董事 蔡荣鑫 由长城汇理提名 

7 独立董事 李光强 由亚星化学第五届董事会提名 

监事会成员情况 

1 监事会主席 古开华 由长城汇理提名 

2 
职工代表监

事 
徐继奎 由职工代表委员会选举 

3 
职工代表监

事 
刘洪敏 由职工代表委员会选举 

高级管理成员情况 

1 总经理 王瑞林 由董事长提名 

2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孙岩 

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 

3 副总经理 
崔焕义、杨雷、

王景春 
由总经理提名 

4 财务总监 吕云 由总经理提名 

二、受让方此次拟推荐或提名的董监高人数 

根据受让方的回复，受让方此次拟推荐或提名的董事人数为 4名，拟推荐或

提名的监事人数为 1名。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受让方无推荐或提名高级管理人

员的计划。 

 

问题十三、根据转让方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自报告书签署之后 12 个

月内，转让方有意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发展情况，继续减持不低于 1%的上市公

司股份，但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尚无明确的计划。请补充披露： 

转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个月内是否有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如是，请按本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格式指引要求，补充披露包括

减持的上限、减持数量、减持方式、减持价格区间、减持期限等相关信息；如

无，请予以明确。在披露时，注意不得使用“不排除”“暂无”“可能”等模糊

性表述。 

回复： 

长城汇理目前持有的全部股份均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买入，不适用《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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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

证发〔2017〕24号）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后，长城汇理拟在未来 12个月

内继续减持亚星化学股份，具体减持计划如下： 

1、减持期限：本次权益变动报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 

2、减持数量：亚星化学总股本的 2%-4%； 

3、减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而定； 

4、减持方式：采用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 

5、减持原因：自身投资需要； 

6、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背景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深圳长城汇

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完成对公司股票增持后

（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亚星化学股份。 

2016 年 7 月 11 日

起 12个月内 

未 发 生 违

反 承 诺 的

事项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深圳长城汇

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股票自 2017 年 2 月 27 日

至 2017年 3月 1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

超过 30%，且较大幅度偏离

上证指数。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3月 2 日开市时起

停牌。经公司进一步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再次书面发函查

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自

2017 年 3月 6 日复牌起一

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 

2017年 3月 6日起

1个月内 

未 发 生 违

反 承 诺 的

事项 

问题十四、公司根据股权分散判断权益变动对公司控制权影响不确定的具

体原因和依据。 

回复： 

一、权益变动后的相关股权分布 

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股权分布结构如下（假定权益变动完成之前所

涉及股东均未发生增减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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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成泰控股 41,653,962  13.20% 

2  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0  12.67% 

3  长城汇理 32,876,681  10.42% 

4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15,832,797  5.02% 

如上表所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二、关于控制权认定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八章第 18.1条的释义： 

（一）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

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

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转让双方关于董事会改组的相关约定 

按照《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的约定，自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完毕全

部转让款且本协议第 8.1条所述事项全部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内，转让方深圳长城

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促成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名的亚星化学的

全部董事辞去董事职务以及一名监事辞去监事职务。于亚星化学因本协议第 8.2

条约定的辞职所召开补选董事及监事的股东大会时，转让方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及其控制的亚星化学股份的表决权应就选举受让方提名的符

合法定资格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四、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对本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意见 

上市公司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向现第二大股东北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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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第三大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征询意见，截

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第二大股东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表示“我们对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事项持有异议，不理解本次转让的动机和意义”；亚星集团回

复表示只要有利于公司稳定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将予以支持。 

五、结论 

依据关于控制权认定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权益变动后的相关股权分布、转

让双方关于董事会改组的相关约定以及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对本次权益变动后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意见，《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前，亚

星化学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宋晓明。 

本次权益变动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后，亚星化

学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文斌。 

但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根据累积投票制的规则，受

让方根据协议约定提名推荐的候选董事全部当选或当选人数超过亚星化学董事

会 1/2人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风险。 

 

问题十五、请公司采取措施自查，并向转让双方等相关方核实此次财产份

额转让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回复： 

经自查和向转让双方核实，综合考虑权益变动后的相关股权分布、转让双方

关于董事会改组的相关约定、转让双方后续增减持计划，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及《财

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后，亚星化学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

文斌。 

公司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向现第二大股东北京光耀东

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第三大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征询意见，截至本

问询函回复之日，第二大股东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表示“我们对本次

财产份额转让事项持有异议，不理解本次转让的动机和意义”；亚星集团对上市

公司回复如下：“贵公司 2017 年 11 月 8 日《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意见的征询函》的来函收悉。从来函中获知，贵公司接到控

股股东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汇理”）通知，由长城

汇理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深圳长城汇理二号专项投资企业等四家合伙企业的全体

合伙人，于 2017年 10月 30日与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泰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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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控股股东文斌先生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通过财产份额转让的方

式将四家合伙企业 100%财产份额转让给成泰控股及文斌先生。成泰控股、文斌

先生将分别成为四家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从而间接获得亚星化

学 41,653,962 股股份，占亚星化学总股本的 13.20%。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文斌先生，我公司作为持有贵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

认为只要有利于贵公司稳定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将予以支持。” 

但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根据累积投票制的规则，受

让方根据协议约定提名推荐的候选董事全部当选或当选人数超过亚星化学董事

会 1/2人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风险。 

 

问题十六、请公司向受让方核实，受让方是否有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并结合相关董事会改组的约定和转让双方后续增减持计划，说明受让方是否已

取得公司实际控制权。 

回复： 

一、受让方有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经向受让方核实，受让方有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二、董事会改组约定 

按照《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的其他约定，自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完

毕全部转让款且本协议第 8.1条所述事项全部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内，转让方深圳

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促成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名的亚星化

学的全部董事辞去董事职务以及一名监事辞去监事职务。于亚星化学因本协议第

8.2条约定的辞职所召开补选董事及监事的股东大会时，转让方深圳长城汇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及其控制的亚星化学股份的表决权应就选举受让方提名

的符合法定资格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三、转让双方后续增减持计划 

根据转让双方出具的说明，受让方拟于间接收购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的

6个月内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上市公司股本的 0.32%且不高于 1.58%。 

出让方长城汇理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亚星化学股份数量区间不低于

上市公司股本的 2%且不高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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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受让方有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经自查和向转让双方核实，综合考

虑转让双方关于董事会改组的相关约定、转让双方后续增减持计划： 

（1）《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前，亚星化学的实际控

制人仍为宋晓明； 

（2）本次权益变动及《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董事会改组完成后，

亚星化学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文斌。 

但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根据累积投票制的规则，受

让方根据协议约定提名推荐的候选董事全部当选或当选人数超过亚星化学董事

会 1/2人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风险。 

 

问题十七、此次财产份额转让还需履行的后续程序、条件，后续具体进展

安排，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并做重大风险提示。 

回复： 

一、本次财产份额转让还需履行的后续程序、条件，及后续具体进展安排 

交易各方将依据《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进行后续转让款的支付以

及完成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所涉及的合伙企业工商变更程序。后续具体进展安排如

下： 

1. 不晚于 2017 年 11月 20日，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

15,000 万元作为首期转让款。受让方支付首期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转让方

确保二号专项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 不晚于 2017 年 12月 20日，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

30,000 万元作为第二期转让款。受让方支付第二期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转

让方1和转让方3确保四号专项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转让方2和转让方3确保华清汇理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3.不晚于 2018 年 2月 20日，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余款人民

币 333,079,240 元。受让方支付余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转让方 1和转让方 3

确保五号专项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一）成泰控股与文斌无法按期足额支付转让价款的风险 

后续财产份额转让过程中如存在成泰控股及文斌未能按期募足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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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受让方无法足额收购《财产份额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所有合伙企业份额，

会对投资者的预期和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一定影响。 

（二）长城汇理未按协议约定配合办理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所涉及的标的合伙

企业工商变更手续的风险 

若长城汇理未按协议约定配合办理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所涉及的标的合伙企

业工商变更手续，将导致受让方无法足额收购《财产份额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

所有合伙企业份额，会对投资者的预期和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一定影响。 

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相关风险。 

 

问题十八、此次财产份额转让是否与公司近日终止出售赛林贸易 100%股权

有关。 

回复： 

公司近日终止出售赛林贸易 100%股权系公司考虑以下因素： 

（1）公司出售赛林贸易旨在通过盘活资产、改善资产结构、补充营运资金、

缓解经营压力并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明显好转，主营业

务实现盈利； 

（2）鉴于公司产品产销两旺，受场地制约及生产需要，公司拟将赛林贸易

土地上附着房产作为原材料、产成品储存仓库和物流使用； 

（3）2017年潍坊市土地价格持续上涨，赛林贸易持有的土地资产具有的较

大增值空间。 

综上，基于 2017 年公司内外部形势的变化，经与深圳品汇投资有限公司协

商，一致同意终止转让赛林贸易 100%股权事项。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系转让双方自行协商、独立决策的结果，与终止出售赛林

贸易 100%股权事项无关。 

 

问题十九、请公司就该财产份额转让事项及时填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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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该财产份额转让事项已填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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