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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金正

大”）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他相关文件。2018

年 2 月 2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

对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

政许可）【2018】第 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召集

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及各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提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分

析。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就相关情况的回复如下，请贵所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报告书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

有相同的含义。 

 

1、根据《报告书》，2015 年 8 月，你公司和本次交易对手方合计向本次交

易标的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投公司”或“标的公司”）增资 10

亿元，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当时是否已存在发行股份购买本次交易对手方持有的

农投公司股份的计划，是否与交易对方针对收益比例、发行股份具体期限进行

约定，你公司是否已经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请独立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农投公司增资的背景和原因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央一号

文连续多年聚焦“三农”，特别是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改革带来商机，补

贴力度不断加大，机械化生产大幅提高，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

制度创新，从补贴、土地、金融、农村建设，全方位扶持农业发展。国家强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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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各类农业政策，改革农业现状，发展现代农业。万亿级农业市场空间巨大，农

业投资孕育巨大商机。 

2015 年 6 月，上市公司出资 2 亿元设立农投公司，农投公司设立目的为投

资农业互联网项目、大农业（生态农业、农业服务等）项目等，为种植大户、种

植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提供一揽子农业技术与服务，提升农业效能，提高农业收

益，提高公司的农业服务水平，实现公司由制造型企业向平台型企业的转变。 

上市公司以农投公司作为整合农业资源的合作平台，积极联系各合作方，目

的是在电商平台、农村金融、精准农业、生态农业、农业大数据等方面围绕公司

战略储备，寻找优质项目，加快推进公司农业产业发展战略，构建农业生态圈，

提高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2015 年 7 月 3 日，上市公司开始筹划与农业

基金、东富和通、京粮鑫牛、种业基金、谷丰基金开展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 

2015 年 7 月 15 日，农投公司与农商公司原股东金正大投资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全资收购了农商公司的股权，从事农资电商与销售服务业务，符合农

投公司的投资定位。为促进农投公司及农商公司未来业务的开展，需要引入外部

资本壮大资金实力，同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农投公司的发展。 

二、农投公司增资过程 

2015 年 7 月 17 日，上市公司与农业基金、东富和通、京粮鑫牛、种业基金

和谷丰基金签署了《关于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各方约定农业

基金出资 3 亿元认缴农投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 亿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5%；

东富和通出资 3 亿元认缴农投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 亿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5%；京粮鑫牛出资 1 亿元认缴农投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 亿元，占增资后注册资

本的 8.33%；种业基金出资 6,000 万元认缴农投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00%；谷丰基金出资 4,000 万元认缴农投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 4,000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33%；上市公司出资 2 亿元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2 亿元，增资后上市公司合计认缴注册资本 4 亿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3.33%。各方约定，上述全部增资款仅用于农投公司投资并购农商公司、农商公

司的正常经营需求或经股东会批准的其他用途。 

农投公司增资时，上市公司不存在发行股份购买本次交易对手方持有的农投

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未与交易对方针对收益比例、发行股份具体期限进行过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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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发布了《关于签订<关于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之增

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1），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5 年 8 月，农投公司作出股东会决定，履行了增资的审议程序，并于 2015

年 9 月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农投公司设立及增资的工商资料，查阅了农投公司历次

变更的公司章程，取得了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增资协议》副本，查阅了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向农投公司增资的支付凭证，查阅了农投公司设立及增资相

关的公告文件，针对农投公司增资事宜与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

谈，取得了上市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5 年 8 月，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向农投公司增资时，

公司当时不存在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农投公司股份的计划，未与交易对

方针对收益比例、发行股份具体期限进行约定，公司已经及时、准确、完整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2、根据《报告书》，宁波金正大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9 月的净利

润分别为-6,503.15 万元、-2 亿元和 1.4 亿元，你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大投资”）承诺宁波金正大下属的主营经营实体德

国金正大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57.44 万欧元、

1,110.65 万欧元和 1,508.19 万欧元。 

（1）请结合宁波金正大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发展情况说明宁波金正大在报

告期内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等 5 名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安排

的原因、依据和合理性，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结合宁波金正大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发展情况说明宁波金正大在报

告期内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宁波金正大的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发展情况 

1、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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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牌优势 

全球园艺用品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消费需求占据

了全球园艺用品大部分市场份额。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园艺用品市场较为成熟，但

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因此，品牌认可度是影响客户选择园艺消

费产品的重要因素。此外，随着园艺行业的不断发展，客户倾向于选择在行业内

已经形成大量客户且有经典园艺产品的厂商。宁波金正大下属经营实体拥有

COMPO、ALGOFLASH、NAVASA 等客户忠诚度较高的产品品牌，系宁波金正

大下属经营实体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销售渠道优势 

园艺消费产品主要销售渠道如大型连锁终端商和园艺中心等，对供应商的考

察周期较长、考察范围较广且非常严格，对供应商的产品研发能力、生产工艺水

平、质量控制、管理能力等均有较高的要求。企业只有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不断

提高产品质量及进行产品创新，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宁

波金正大下属经营实体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和 NAVASA 公司多年以来从事园

艺消费产品及特种肥料的生产与销售，与 OBI、家乐福、REWE 集团、ALDI 等

欧盟地区知名的大型连锁家装超市、园艺中心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稳定的客户

网络和销售渠道使得宁波金正大具备一定的核心竞争力。 

2、行业发展情况 

园艺消费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为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但近年来亚

洲、拉美、澳洲等地的消费需求增长迅速，市场潜力较大。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

的园艺用品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但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国

外知名园艺用品企业在渠道、研发及品牌方面具有优势，产品附加值较高，其产

品主要定位在高端市场。 

国内园艺用品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产品物美价廉，但是行业集中度

较低，规模以上的大中型企业较少，有的企业则在其主营业务的基础上，部分兼

营园艺消费产品。小型企业数量众多，但以中低端产品为主，专业化程度不高，

经营方式主要是为国外厂商提供代工，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随着不断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近年来中国也逐渐涌现出一批通过质量控制、产品创新、技

术研发等策略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竞争力优势的企业，通过 ODM 和 OBM 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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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产品向中高端发展，品牌影响力逐步增强。此外，中国产业政策对园艺用品

行业的支持力度较大，政策环境良好，对于企业的发展较有利。 

园艺消费产品的竞争主要涉及因素为研发、质量、价格、品牌、渠道等，其

中研发、渠道和品牌是最重要的竞争因素，设计新颖、技术含量高的中高端园艺

用品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企业品牌影响力在获得消费者认同、提升产品附加

值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欧洲是全球最大的园艺用品市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园艺用品市场，也是宁

波金正大下属公司园艺业务的主要市场。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欧洲园艺

行业的盆栽土、肥料、植保产品和其他相关园艺用品的市场销售规模分别达到

201,100 万欧元、204,900 万欧元和 202,800 万欧元；其中，盆栽土产品市场份额

占比分别为 36%、38%和 38%，肥料产品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 26%、25%和 25%，

植保产品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 37%、36%和 36%（数据来源：GfK SE）。 

全球家庭园艺市场预计未来将实现稳定增长，同时将更侧重于园艺植物的种

植和护理，关注健康和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盆栽土、肥料和植保产品等园艺消

费产品将更加专注于有机和生物原料，针对个人特定需求为室内和室外的不同园

艺植物量身定制。 

（二）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备考模拟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营业收入 208,163.55 100.00% 205,634.96 100.00% 212,477.95 100.00% 

减：营业成本 123,961.47 59.55% 130,613.66 63.52% 144,271.13 67.90% 

销售费用 63,563.27 30.54% 74,569.18 36.26% 62,371.11 29.35% 

管理费用 5,496.29 2.64% 11,902.48 5.79% 7,806.75 3.67% 

财务费用 1,248.96 0.60% 3,884.87 1.89% 3,609.03 1.70% 

资产减值损失 -461.92 -0.22% 4,010.80 1.95% 972.50 0.46% 

二、营业利润 14,355.47 6.90% -19,346.04 -9.41% -6,552.56 -3.08% 

三、利润总额 14,420.31 6.93% -19,355.37 -9.41% -6,501.82 -3.06% 

四、净利润 13,935.68 6.69% -20,047.22 -9.75% -6,520.32 -3.07% 

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营业收入分别为 212,477.95 万元、205,634.96 万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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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163.55 万元，营业成本分别为 144,271.13 万元、130,613.66 万元和 123,961.47

万元。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上年度有所减少，主要系

2015 年度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代替德国康朴专家公司向 BASF SE 采购肥料等

原材料所致（具体内容参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

宁波金正大财务情况分析”之“（三）盈利能力分析”之“3、营业毛利和毛利率

分析”的相关披露内容）。 

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的净利润分别为-6,520.32 万元、-20,047.22 万元和

13,935.68 万元，波动较大，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经营业绩较上年度大幅下降，主要系 2016 年上

市公司通过德国金正大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时与收购相关的费用支出大

幅增加以及当期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期间费用增加所致。 

（1）销售费用 

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的销售费用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运输费 24,996.62 39.33% 25,489.32 34.18% 20,636.07 33.09% 

广告费及中介费 12,916.91 20.32% 18,226.75 24.44% 15,622.85 25.05% 

职工薪酬 16,188.71 25.47% 19,289.19 25.87% 16,026.88 25.70% 

租金 3,338.40 5.25% 3,482.77 4.67% 2,851.98 4.57% 

办公及差旅费 2,122.37 3.34% 3,140.01 4.21% 3,027.65 4.85% 

包装费 1,456.99 2.29% 1,616.90 2.17% 1,247.69 2.00% 

折旧及摊销 2,543.27 4.00% 3,324.24 4.46% 2,957.97 4.74% 

合计 63,563.27 100.00% 74,569.18 100.00% 62,371.11 100.00% 

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的销售费用分别为 62,371.11 万元、74,569.18 万元和

63,563.27 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9.35%、36.26%和 30.54%，主要

包括运输费、广告费及中介费、职工薪酬等支出。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销售费

用较为平稳，其中 2016 年度销售费用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当期运输费、广告

费及中介费增长所致。 

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销售费用中的运输费为 25,489.32 万元，较上年度增

加 4,853.25 万元，主要系当期盆栽土销售规模较上年度增长使得当期运费支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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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加；同时，2015 年度，COMPO 园艺业务公司代德国康朴专家公司向 BASF 

SE 采购肥料等产品，由于该部分产品的销售收入对应的运费由卖方承担，使得

2015 年度运输费支出相对于 2016 年度而言较小。 

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销售费用中的广告费及中介费 18,226.75 万元，较上

年度增加 2,603.90 万元，主要系当期德国 COMPO 推出新产品 Plant Pot 相应增

加广告及市场推广费 2,803.80 万元所致。 

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 19,289.19 万元、管理费用中

的职工薪酬 5,139.79 万元，较上年度合计增加 4,212.48 万元，主要系当期上市公

司通过德国金正大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时，为了提高核心员工的企业忠诚

度而支付的奖金 1,303.15 万元、淘汰部分冗余员工而发生的职工遣散费 1,762.01

万元。 

（2）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的管理费用具体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3,528.38 64.20% 5,139.79 43.18% 4,189.62 53.67% 

第三方服务及咨询费 754.13 13.72% 3,117.47 26.19% 1,660.15 21.27% 

办公及差旅费 269.20 4.90% 735.90 6.18% 489.24 6.27% 

研发费用 172.03 3.13% 466.54 3.92% 585.43 7.50% 

租金 288.08 5.24% 384.37 3.23% 323.38 4.14% 

折旧及摊销 213.09 3.88% 260.72 2.19% 189.45 2.43% 

各项税费 44.24 0.80% 1,536.07 12.91% 14.50 0.19% 

其他 227.14 4.13% 261.62 2.20% 354.99 4.55% 

合计 5,496.29 100.00% 11,902.48 100.00% 7,806.75 100.00% 

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管理费用分别为 7,806.75 万元、11,902.48 万元和

5,496.29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67%、5.79%和 2.64%，主要由职

工薪酬、第三方服务及咨询费、各项税费构成。 

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的第三方服务及咨询费较上年度增加 1,457.32 万元，

主要系当期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承担其原股东卢森堡 Compo 公司出售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所聘请中介机构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支付安永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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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的中介费 587.34 万元和年利达律师事务所的中介费 440.50 万元。 

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计入管理费用的各项税费增加 1,521.57 万元，主要

系当期上市公司通过德国金正大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时一次性缴纳不动

产流转税 1,485.96 万元所致。 

2、2017 年 1-9 月，宁波金正大经营业绩扭亏为盈，主要是由于当期宁波金

正大主要产品的盈利水平有所上升、当期不再受 2016 年度德国金正大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的相关费用支出以及新产品投放市场销售失利的影响和

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1）2017 年 1-9 月，宁波金正大的毛利额为 84,202.07 万元，较上年度增加

9,180.77 万元，主要系肥料和植保产品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下降使得 COMPO 园艺

业务公司的毛利率水平有所增加（具体分析发行人已在重组报告书之“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宁波金正大财务情况分析”之“（三）盈利能力分

析”之“3、营业毛利和毛利率分析”中披露），使得当期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

的盈利水平有所提升。 

（2）2017 年 1-9 月，宁波金正大期间费用较 2016 年度大幅下降，主要是由

于当期宁波金正大不再受 2016 年度德国金正大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的相

关费用支出以及新产品投放市场销售失利的影响，2016 年度合计影响金额

11,626.16 万元，具体包括：①当期一次性缴纳不动产流转税 1,485.96 万元；②

为了稳定核心员工及淘汰部分冗余员工而发生的职工薪酬支出 3,065.16 万元；③

当期新产品 Plant Pot 投放市场销售失利相应的广告及市场推广费 2,803.80 万元；

④前次收购聘请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的费用支出 1,027.84 万元；⑤由于 COMPO 园

艺业务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需提前偿还其作为借款人的

长期短期借款，因而导致长期待摊的再融资费用 3,243.40 万元在 2016 年一次性

摊销。 

（3）宁波金正大下属经营实体的园艺消费产品及特种肥料的生产与销售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第四季属于园艺消费产品及特种肥料的销售淡季但固定成

本及费用支出仍会相应增加，预计 2017 年度宁波金正大的净利润约 6,000 万元，

较 2017 年 1-9 月将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经营业绩大幅下降，主要系当期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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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过德国金正大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时与收购相关的费用支出大幅增

加以及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期间费用增加所致；2017 年 1-9 月，宁波金正大经营业

绩扭亏为盈，主要系肥料和植保产品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下降使得公司盈利水平有

所提高，同时，当期宁波金正大不再受前次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相关的费

用支出和新产品投放失利的广告及市场推广费的影响。报告期内，宁波金正大的

业绩波动具有合理性。 

（三）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根据上述内容相应更新了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宁波金正大财务情况分析”之“（三）盈利能力分析”之“3、营业毛利

和毛利率分析”的披露内容。 

二、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等 5 名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安排

的原因、依据和合理性，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一）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

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

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

可行的补偿协议。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

特定对象购买资产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的，不适用前述规定，上市公司与交

易对方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是否采取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分别为农业基金、东富和通、京

粮鑫牛、种业基金和谷丰基金。农业基金的最终出资人为财政部，东富和通的最

终出资人为财政部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京粮鑫牛的主要出资人为北京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种业基金的出资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财政部，谷丰基金的主要出资人为地方政府部门。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本次交易未导致控制权发

生变更。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可不用设置业绩承

诺条款。 

（二）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的合理性 

交易对方均为具有国资背景的投资基金，单个交易对方并不享有标的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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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无法控制标的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本次交易后，交易对方将持有上市

公司的股权，但个体持股比例均较低亦无法控制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交易

对方持股标的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均系其看好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

及整合效应，以资产增值获得投资收益为目的，具有典型的财务投资人特点。财

务投资人对未来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经营不具有控制力，未作出业绩承诺具有

合理性。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开展全方位的整合，赋予标的公司独立经营权。本次

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财务投资人，考虑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意

义，以及并购后由上市公司实施全方位的整合并主导战略方向及经营策略，如要

求交易对方承担经营风险，将与其经营职权不匹配，不符合上市公司战略要求安

排。因此，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未要求交易对方就未来期间业绩做出承诺，具有

合理性 

鉴于标的公司间接持股 88.89%的德国金正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为了充

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交易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愿承担德国金正大的业

绩承诺，若德国金正大未来三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实际净利润未

达到承诺净利润，由金正大投资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综上所述，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是合理的。交易对方虽未作出业绩承诺，

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承担了标的公司主要经营实体的业绩补偿责任，能够充分保

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符合《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承担了标的公司主要经营实体的业绩补偿责任，能够充分保护

上市公司的利益。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是合理的。 

 

3、根据《报告书》，最近三年，农投公司设立以来进行过一次增资，宁波

金正大存在两次股权转让和一次增资。请分别补充说明农投公司和宁波金正大

历次增资与股权转让作价与本次交易评估结果的差异情况，如存在差异请补充

说明原因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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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投公司历次增资与股权转让作价情况 

农投公司设立以来仅进行过一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认购增资方 增资金额 增资价格 对应估值 

2015 年 9 月 

金正大 20,000 

1 元/注册资本 20,000 

农业基金 30,000 

东富和通 30,000 

京粮鑫牛 10,000 

种业基金 6,000 

谷丰基金 4,000 

本次增资未进行资产评估，增资价格参照截至增资前农投公司出资额账面价

值即 1 元/注册资本，对应农投公司 100%股权估值为 20,000 万元。 

二、宁波金正大历次增资与股权转让作价情况 

最近三年宁波金正大存在两次股权转让和一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转让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标的 转让价格 对应估值 

1 2017 年 2 月 新天投资 农商公司 
宁波金正大 88.89%

股权 
81,300 91,462.5 

2 2017 年 12 月 金正大 临沂融拓 
宁波金正大 6%股

权 
6,944 115,739.49 

2017 年 2 月，宁波金正大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股东新天投资将其持有

的宁波金正大 88.89%股权转让至农商公司。同日，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协商约定本次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81,300 万元，本次转让价款参考临沂新天投资

成本和投资期限给予一定溢价，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对应宁波金正大 100%股

权估值为 91,462.5 万元。 

2017 年 12 月，宁波金正大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金正大将其

持有的宁波金正大 6%股权向临沂融拓转让。同日，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协商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6,944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参照中京民信出具的《金

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正大投

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咨询报告》（京信咨报字（2017）第 017 号）

的估值结果，并经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根据上述估值报告，截至估值基准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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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30 日，宁波金正大 100%股权估值为 115,739.49 万元，对应宁波金正大

6%股权估值为 6,944.37 万元，经双方协商，本次宁波金正大 6%股权转让价款确

定为 6,944 万元。 

（二）增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时间 认购增资方 增资金额 增资价格 对应估值 

1 2016 年 6 月 
金正大 9,500 

1 元/注册资本 500 
新天投资 80,000 

本次增资未进行资产评估，转让作价参照宁波金正大出资额账面价值即 1

元/注册资本，对应宁波金正大 100%股权估值为 500 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增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

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三、与本次交易评估结果的差异情况及其原因及合理性 

（一）农投公司 

根据中京民信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17]第 427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农

投公司 100%股权评估结果为 145,309.64 万元，与其前次交易作价情况的差异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股权变

更方式 
对应估值 估值参考依据 

与本次评估 

结果差异 
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2015 年 9 月 增资 20,000 

按增资前农投出资额账

面价值，农投公司于

2015 年 6 月成立，至增

资时经营时间较短，且未

实现盈利，因此以其出资

额账面价值作为定价依

据 

125,309.64 

1、实缴资本差异：自于 2015

年 9 月股东增资 100,000 万

元，农投公司资本规模大幅

增长 

2、经营情况差异：增资完

成后农投公司分别购买农

商公司股权并间接收购宁

波金正大股权，上述资产

盈利情况较好 

（二）宁波金正大 

根据中京民信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17]第 427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宁

波金正大 10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 115,740.98 万元，与其前次交易作价情况的差

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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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股权变

更方式 
对应估值 估值参考依据 

与本次评估 

结果差异 
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2016 年 6 月 增资 500 

按增资前宁波金正大出

资额账面价值，宁波金正

大于 2016 年 3 月成立，

至增资时经营时间较短，

且未实现盈利，因此以其

出资额账面价值作为定

价依据 

115,240.98 

1、实缴资本差异：自于 2016

年 6 月股东增资 85,000 万

元，宁波金正大资本规模大

幅增长 

2、经营情况差异：增资完

成后宁波金正大通过德国

金正大收购COMPO园艺业

务公司等资产，上述资产盈

利情况较好 

2017 年 2 月 
股权转

让 
91,462.5 

参考临沂新天投资成本

和投资期限给予一定溢

价，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 

24,278.48 

1、投资目的不同：临沂新

天投资宁波金正大的目的

主要财务投资，具备过桥

资金性质，而本次交易是

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

少数股权 

2、经营情况差异：2016

年度宁波金正大下属经营

实体大幅亏损，而 2017 年

1-9 月经营情况扭亏为盈，

经营状况良好 

2017 年 12

月 

股权转

让 
115,739.49 

参照中京民信出具《估值

咨询报告》（京信咨报字

（2017）第 017 号）的估

值结果，并经转让双方协

商确定 

1.49 

1、估值报告和估值报告程

序差异： 

估值咨询报告和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程序标准不一

致，与本次评估结果差异

较小，在合理范围内 

四、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农投公司”

之“（九）最近三年进行的交易、增资或股权转让的相关作价及其评估情况”和

“二、宁波金正大”之“（九）最近三年进行的交易、增资或股权转让的相关作

价及其评估情况”中进行了补充。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农投公司和宁波金正大历次增资与股权转让作

价合理、公允，与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实缴资本、评

估范围、公司经营状况差异和交易风险等不同所致，本次交易评估结果综合考虑

了标的公司经营情况、所处行业经营特点和经营风险等，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定价

合理、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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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报告书》，宁波金正大 2015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商誉金额为 6.44 亿元、6.63 亿元和 6.8 亿元，系宁波金正大通过德国金正

大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及 NAVASA 公司产生。请分别说明宁波金正大、

德国金正大及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对商誉确认依据及具体会计处理，说明相关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宁波金正大、德国金正大及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对商誉确认的依据； 

（一）《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初始确认、后续计量的法规要求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要求，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中，购买方将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差额作为商誉的初始确认金额。初始确认后的商誉，应当以其成本扣除累计减

值准备的金额进行后续计量；同时，商誉的减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进行处理。 

宁波金正大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系基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的原则编制而成，宁波金正大在编制备考合并报表时，按照收购协议确定的定价

原则，将德国金正大实际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和 NAVASA 公司前未支付

的对价计入宁波金正大 2015 年初的资本公积。鉴于宁波金正大对 COMPO 园艺

业务公司和 NAVASA 公司已经达到控制条件，故以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和

NAVASA 公司交割日的评估值分别作为其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宁波金正

大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中列报的商誉，系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与交割日的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定。 

（二）宁波金正大、德国金正大及上市公司关于商誉确认的确认依据 

1、确认商誉的合并成本系依据相关收购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确定，即前次

交易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签署的《关于 COMPO Consumer Business

（COMPO 园艺业务）的股份收购协议》和收购 NAVASA 公司签署的《股权买

卖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 

2、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系根据中京民信出具的 COMPO 园艺业

务公司评估咨询报告（京信咨报字（2016）第 020 号）、NAVASA 公司评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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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京信咨报字（2016）第 021 号）为基础确认的收购基准日（即交割日）的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3、宁波金正大备考合并财务报告的商誉系根据上述合并对价与合并中取得

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进行确认。 

二、宁波金正大、德国金正大及上市公司对商誉确认的具体会计处理，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上述收购协议，前次交易德国金正大取得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 100%

股权和 NAVASA 公司 70%股权的交易对价分别为 10,353.11 万欧元和 556.50 万

欧元。根据上述资产评估咨询报告，德国金正大于交割日取得 COMPO 园艺业务

公司股权（交割日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和 NAVASA 公司股权（交割日为 2016

年 7 月 29 日）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分别为 1,646.54 万欧元和 186.24 万欧元。

因此，德国金正大取得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股权和 A.NAVARRO S.A.股权形成

的商誉分别为 8,706.57 万欧元和 370.26 万欧元，合计金额为 9,076.83 万欧元。 

报告期各期末，宁波金正大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确认的商誉分别为 9,076.83

万欧元、9,076.83 万欧元和 8,701.24 万欧元。2017 年 9 月 30 日，商誉金额较上

年末减少 375.59 万欧元主要是由于 2016 年 2 月合并范围内的 COMPO 瑞士对原

股东卢森堡 Compo 公司宣告发放股利 400 万瑞士法郎（约 375.59 万欧元），该

金额未包含于交割日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的净资产中。鉴于 COMPO 园艺业

务公司收购协议第 6.2（a）（i）节的相关约定：“收购方德国金正大对原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之后的股利分配有权做出修改和调整”；2017

年 2 月，前次收购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的交易双方卢森堡 Compo 公司与德国

金正大签署协议约定，将上述 400 万瑞士法郎（约 375.59 万欧元）股利分配的

受益人转移至德国金正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的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自购

买日算起 12 个月内对原暂时确定的企业合并成本或所取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

的暂时性价值可以根据进一步取得的信息进行调整。2017 年 2 月，德国金正大

与卢森堡 Compo 公司签署的上述股利分配受益人转移的协议系对交割日取得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股权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整，因此，德国金正大

对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商誉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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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十九号——外币折算》的要求，企业对境外经营的财

务报表进行折算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

率折算。德国金正大记账本位币为欧元，欧元对人民币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汇率分别为 7.4556、

7.0952、7.3068 和 7.8233；因此，报告期内商誉分别产生了人民币-3,271.29 万元、

1,920.66 万元和 4,609.87 万元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大信认为：宁波金正大、德国金正大及上市公司对商誉确认的具体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根据《报告书》，农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农商公司”）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9 月向你公司采购金额

分别占其全部采购金额的 48.20%、97.25%和 96.05%。请说明在报告期内你公

司与农商公司的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回复： 

一、农商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采购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同类交

易占比 
金额 

同类交

易占比 
金额 

同类交

易占比 

金正大 

控释肥 6,377.64 8.74% 1,477.53 4.08% 8.82 2.57% 

普通肥 58,325.64 79.96% 29,906.83 82.59% 46.81 13.67% 

其他 60.58 0.08% 13.49 0.04% - - 

水溶肥 2,058.18 2.82% 961.65 2.66% 31.95 9.33% 

硝基肥 3,245.99 4.45% 2,817.22 7.78% 53.77 15.71% 

原料 - - 37.39 0.10% 23.69 6.92% 

农商公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金正大采购“金大地”牌复合肥等，用于向中国

邮政等客户销售。金正大是化肥领域的龙头企业，而农商公司主要从事农资销售，

在销售渠道和农技咨询服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因此农商公司向金正大采购复合

肥等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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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销售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同类交

易占比 
金额 

同类交

易占比 
金额 

同类交

易占比 

金正大 

控释肥 0.05 0.00% - - - - 

普通肥 36.55 0.05% - - - - 

其他 11.55 0.01% - - - - 

水溶肥 0.04 0.00% - - - - 

农商公司关联销售主要为向金正大销售特定复合肥，该批产品由农商公司向

山东联盟磷复肥有限公司采购，农商公司按采购成本价向金正大销售，金正大采

购该批产品用于向特定客户销售。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分析 

（一）关联采购的定价公允性分析 

农商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采购，农商公司向金正大采购

复合肥的价格与可比市场交易价格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采购价格

区间 

可比市场

交易价格 

采购价格

区间 

可比市场

交易价格 

采购价格区

间 

可比市场

交易价格 

金正大 采购商品 普通肥 1415-2387 1485-2541 1296-2136 1469-2372 2584-2646 2913-3068 

金正大 采购商品 控释肥 2154-2395 2243-2649 1835-2216 2115-2469 2,354-2589 2542-2813 

金正大 采购商品 水溶肥 3842-6566 4158-7580 2562-7438 3040-8438 5531-5575 5932-6320 

金正大 采购商品 硝基肥 2477-2734 2730-2811 1933-2402 2212-2761 2646-2757 2826-3282 

注：平均采购价格指的是农商公司向金正大的实际采购价格，可比市场交易价格指同类

产品的可比市场售价，如金正大向其他经销商的销售价格。 

农商公司与金正大之间的采购价格根据金正大产品销售基准价格调整确定，

金正大产品销售基准价格依照原材料时价成本加成的原则制定，销售基准价格包

括生产环节成本及利润和销售环节成本及利润。农商公司与金正大之间的采购价

格根据金正大产品销售基准价格剔除销售环节成本及利润确定，即采购价格=金

正大销售基准价格—销售环节成本及利润。 

由上表可知，金正大向农商公司销售“金大地”牌复合肥的价格整体略低于

同类产品可比市场销售价格，主要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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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模式存在差异：金正大向农商公司销售“金大地”牌复合肥，由农

商公司承担市场宣传费用、人工费用、日常差旅费及其他销售费用，而向其他客

户销售同类产品，由金正大承担相应销售费用； 

2、产品品牌差异：金正大向农商公司销售的“金大地”牌复合肥系独家供

应，未向其他客户销售； 

3、给予战略大客户商业折扣：农商公司作为金正大战略合作伙伴，采购量

和采购金额较大，基于双方战略合作关系，金正大给予农商公司一定商业折扣。 

因此，农商公司与金正大的关联交易价格较同类产品可比市场销售价格略

低，处于合理区间内。农商公司作为金正他打经销商为金正大提供销售服务并赚

取合理差价，符合市场惯例和商业规则，不违背定价公允性原则。 

（二）关联销售的定价公允性分析 

农商公司关联销售主要为向金正大销售特定复合肥，由于存在部分特定复合

肥存货未能及时向客户销售，为提高经营效率，尽快处理剩余特定复合肥，经与

上市公司协商，农商公司按其采购成本价向金正大销售，金正大采购该批产品用

于向有特定需求的客户销售。 

综上所述，农商公司与上市公司的交易定价遵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考虑了经营模式和双方利益诉求，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

基础上协商确定，符合市场惯例，定价合理、公允。 

三、履行相应审议程序情况 

2017 年 6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追认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对上市公司 2016 年度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追认，且对 2017 年度

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2016年度关联交易和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关联

交易和 2017 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遵循公平、公开、公

正原则，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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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追认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监事会认为上市

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上市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而发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没有损害公司利

益及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 

2017 年 7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追认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综上所述，对于上述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相关审议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6、农投公司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9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6,620.46 万

元、-1.61 亿元和 1.53 亿元，而其在上述期间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 1.19 亿元、-1.21 亿元和-5,756.00 万元，请说明农投公司的净利润与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匹配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农投公司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9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22 万元、-280.75 万元和

-8.1 亿元，请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请说明农投公司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匹配的主

要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农投公司净利润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过程如下：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7年1-9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5,310.09 -16,114.39 -6,620.46 

加：资产减值准备 393.20 279.06 44.73 

固定资产折旧 29.69 25.72 0.05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4.43 - -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2,444.95 17,792.78 5,780.65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98.30 -69.77 -11.18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7.69 90.64 -2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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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7年1-9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370.13 -6,490.89 -1,062.0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2,667.71 -7,664.79 13,97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6.00 -12,151.63 11,853.41 

报告期内，农投公司净利润分别为-6,620.46万元、-16,114.39万元和 15,310.09

万元，波动较大，主要系报告期内农商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宁波金正大的长期股权

投资分别确认投资亏损 5,780.65 万元、17,792.78 万元和-12,444.95 万元所致；报

告期内，剔除上述因素的影响，农投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839.81 万元、1,678.39

万元和 2,865.14 万元。 

报告期内，农投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分别导致现金流出 1,062.05 万元、

6,490.89 万元和 6,370.13 万元，增长较快，主要系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2016

年末和 2017 年 9 月末，农商公司对中国邮政各级分支机构等客户的应收账款较

上年末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农投公司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分别导致现金净流入增加

13,971.95 万元、-7,664.79 万元和-2,667.71 万元。2015 年 9 月，为扩大农投公司

项目规模，上市公司将拟追加增资的 1 亿元（暂挂于其他应付款）汇至农投公司

银行账户，但是农投公司其他合作方后续作出不再对农投公司增资的决定，因增

资计划取消而将该追加增资款于 2016 年退回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剔除上述因

素的影响，农投公司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分别导致现金流入 3,971.95 万元、

2,355.32 万元和-2,667.71 万元，波动较大，主要系农商公司对中国邮政各级分支

机构等客户预收的货款增减变动所致；同时，2015 年末，农商公司应付外部单

位保证金以及尚未支付的营销费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农投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

异主要由按照权益法核算宁波金正大确认的投资亏损或收益、上市公司对农投公

司增资及增资退回事项以及农商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使得其对中国邮政各级分支

机构等客户的经营性往来余额变动所致，具有合理性。 

二、请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农投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22 万元、

-280.75 万元和-81,303.11 万元。2017 年 1-9 月，农投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流出较大，主要系当期农投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农商公司受让新天投资所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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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金正大 88.89%股权支付现金 81,300 万元所致。 

报告期内，扣除上述因素的影响，农投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16.22 万元、-280.75 万元和-3.11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农商公司购置固定

资产以及新增在建工程所致，具有合理性。 

 

7、根据《报告书》，2015 年 4 月，你公司控股股东金正大投资出资设立农

商公司，2015 年 7 月，金正大投资将农商公司股权转让给农投公司。农投公司

主要从事农资销售业务，请结合农商公司的经营情况说明 2015 年 4 月到 7 月期

间金正大投资是否因设立农商公司与你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是否对本次重组构

成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金正大投资未因设立农商公司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一）金正大投资设立农商公司的原因 

2015 年 4 月，金正大投资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农商公司，农商公司主营业

务是从事农资销售。设立农商公司的目的在于打造专业化农资电商平台，培育新

业务和利润增长点，拓宽发展空间，提升经营业绩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为股东带

来更大的价值和回报。同时，农商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经销渠道，可以更好的为上

市公司的农资销售服务。 

由于农资电商业务属于新兴产业，经营模式未经市场验证，未来盈利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存在较大经营风险。为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计划由其自身出资设立农商公司，对农资电商业务进行初步探索，在实现

稳定盈利后，择机将其注入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进行整合，进一步巩固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 

（二）金正大投资未因设立农商公司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复合肥、控释肥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金正大投资主要

从事对外投资，并不直接从事任何化肥生产经营活动，农商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

农资销售。2015 年 4-7 月，农商公司处于筹备期，未实际开展业务，未与上市公

司的产品销售产生业务竞争。因此，农商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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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对本次重组构成障碍 

2015 年 4-7 月，金正大投资设立的农商公司未实际开展业务，未与上市公司

产生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农商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上

市公司体内现有农资销售业务整合，更好的为上市公司农资产品销售服务。因此，

金正大投资未因设立农商公司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且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

公司整合农资销售业务，加强与农商公司的业务协同。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5 年 4 月到 7 月期间金正大投资未因设立

农商公司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障碍。 

 

8、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方案仅设置了跌幅调整机制，请自查并说明

价格调整方案是否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等相关

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了核查，并结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等相关规定进行了复核，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为应对因整体资本市场波动以及公司所处行业 A 股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表现

变化等市场及行业因素造成的公司股价大幅波动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就本次交易设定如下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不进行调整。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可调价期间 

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调价期间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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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价触发条件 

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对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进

行调整： 

（1）在可调价期间内，中小板指数（399005.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即 2017 年 10 月 24 日）的收盘点数（即 7,815.38 点）跌幅达到或超过 10%，

且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10个交易日较

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即 9.15 元/股）的跌幅达到

或超过 10%； 

（2）在可调价期间内，申万化工指数（801030.S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交易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

日（即 2017 年 10 月 24 日）收盘点数（即 3,321.01 点）跌幅达到或超过 10%，

且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10个交易日较

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即 9.15 元/股）的跌幅达到

或超过 10%。 

5、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当触发条件产生时，公司有权在触发条件产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

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上述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若上

述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生效条件满足且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的，则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 120 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上市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90%。 

董事会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公司后续不再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在可调价期间内，公司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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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进行调

整。 

7、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在审议发行价格调整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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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最终发行股数以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数量为准。 

（二）调价触发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等相关规定 

1、调价触发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调价触发条件的规定如下：“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可以明确，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

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事会可以按照已经设定的调整方案

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前款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明确、具体、可操

作，详细说明是否相应调整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发行股份数量及其理由，在首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时充分披露，并按照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后，董事会按照已经设定的方案调整发行价格的，上市公司无需按照本办法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 

本次交易价格调整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可

以明确”价格调整方案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

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可调价期间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

交易获得证监会核准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在中国证监会

核准前”、“董事会可以按照已经设定的调整方案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的相

关规定。 

2、调价触发条件符合《第 26 号准则》第五十四条关于价格调整方案的规定 

《第 26 号准则》第五十四条关于价格调整方案的规定如下：“发行价格调整

方案应当建立在大盘和同行业因素调整基础上，触发发行价格调整的情形应当明

确、具体、可操作，并充分说明理由。” 

根据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

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明确设置了调整对象、调整方案生效条件、可调价区间、触

发条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调价基准日、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价触发条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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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时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的时间和价格调整方式等，符合《第 26 号准则》第五

十四条关于“触发发行价格调整的情形应当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价格调整方案中设定的调价触

发条件以中小板指数（399005.SZ）或申万化工指数（801030.SI）任一选择，但

均同时要求上市公司股价的变动达到一定比例方可触发调价机制，，符合《第 26

号准则》第五十四条关于“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建立在大盘和同行业因素调整

基础上”的相关规定。 

综上，金正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调整方案的触发条件明确、具体、

可操作，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和《第 26 号准则》第五十四条的相

关规定。 

二、仅设置跌幅调整机制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 

（一）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与执行需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价格调整方案并就该价格调

整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价格调整方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根据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

定，当触发条件产生时，公司有权在触发条件产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

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二）价格调整方案设计明确、具体、可操作，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设计上明确、具

体、可操作，便于股东理解和行使表决权，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 

（三）触发条件兼顾大盘、同行业和个股因素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价格调整方案中设定的触发条件以中小板指数（399005.SZ）或申万化工指

数（801030.SI）任一选择，但均同时要求上市公司股价的变动达到一定比例方

可触发调价机制。触发条件的选取严格建立在大盘、同行业和个股变动基础上，

体现了对整体市场风险的防御，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价格调整方案设立的初衷是防御市场风险，避免市场波动对本次交

易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设立调价机制的初衷是防御市场风险，并促成交易的形成。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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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谈判过程中，为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董事会与交易对

方就方案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谈判，目前的价格调整机制，是经交易各

方充分协商后的谈判结果，并在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协议》中进行了约定。 

近年来，我国 A 股市场波动性较大，为保证交易的顺利推进，防止出现因

市场波动导致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下跌、交易失败的不利情形，经交易各方协商，

设定了根据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走势和中小板指数（399005.SZ）或申万化工指

数（801030.SI）的走势对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方案。该价格调整方

案有利于保证本次交易的公平性，同时又可避免调价机制被触发的偶然性，避免

相关方对发行价格进行主观控制或主动调节的情况。该调价触发条件的设置，可

防御资本市场波动和行业波动对本次交易定价及交易实施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

于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履行了现阶段必

要的决策程序，设置的调价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具有合理性，

上市公司落实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将谨慎决策，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通商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

决策程序，设置的调价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具有合理性，有

利于保护股东利益。 

 

9、根据报告书，宁波金正大的主营业务通过 COMPO 园艺业务公司和

NAVASA 公司在境外开展，请补充提示因境外经营产生的汇率波动风险。 

回复： 

发行人已在重组报告书之“重大风险提示”之“四、其他风险”补充披露“（五）

汇率风险”，具体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宁波金正大系持股型公司，其主营业务系主要通过下属经营实体 COMPO 园

艺业务公司和 NAVASA 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涉及外币结算。随着人民币日趋国

际化、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变化将对宁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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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下属经营实体的汇兑损益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宁波金正大的经营业绩，

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此页无正文，为《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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