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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银证券接受宁波舟山港股份委托，担任宁波舟山港股份 2016 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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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

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在审慎调查的基础上出具本持续督导报告书。 

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本报告书的依据为交易各方提供的资料，资料提供方对

所提供的为出具持续督导报告书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负责，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责任。 

本报告书不构成对宁波舟山港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报告书所

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所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

读宁波舟山港股份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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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17 年度持

续督导报告书 

公司/上市公司/宁波港股份/

宁波舟山港股份 
指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 

舟港股份/舟山港务 指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宁波舟山港舟山港

务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宁波舟山港集团 指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省海港集团 指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2016年度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舟港股份85%

股份的交易 

标的资产 指 上市公司购买的舟港股份85%的股份 

《减值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宁波舟山港集团签订的《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减值补偿协议》 

独立财务顾问/中银证券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中天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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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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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交易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为宁波港股份向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舟港股份 85%的股份。 

2016 年 8 月 10 日，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舟港股份的股东变更申请，

舟港股份 85%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并领取了换发的

《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后，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宁波舟山港舟山港务有

限公司，上市公司持有舟山港务 100%股权。2016 年 8 月 15 日，普华永道中天

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1088 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宁波港股份向宁波

舟山港集团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而新增的注册资本和股本：截至 2016 年 8 月 10

日止，舟港股份 85%的股份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至宁波港股份名下；

宁波港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前的注册资本和普通股股本为人民币

12,800,000,000 元，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和普通股股本为人民币 13,172,847,809

元。 

根据上市公司与宁波舟山港集团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双

方应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确认，标的公司在过渡期所产

生的盈利由公司按照本次交易的股份比例享有，如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发生亏损，

则亏损部分由宁波舟山港集团按其交割日前持有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以

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根据普华永道中天出具的特审字[2016]第 1991 号《审计

报告》，损益归属期间舟山港务为盈利状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019

万元，上述收益由公司按本次交易比例享有，不涉及交易对方补偿。 

本次向交易对方宁波舟山港集团发行的股份已于 2016年 8月 19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根据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交易新增股份数为 372,847,809 股（其

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372,847,809 股），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3,172,847,809 股。 

2016 年 9 月 28 日，上市公司完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宁波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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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3,172,847,809 元人民币。 

（二）交叉持股的处理 

本次交易前，舟港股份持有宁波港股份 0.17%的股份。舟港股份作出承诺，

将于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至资产交割前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或其他方式

向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宁波港股份 0.17%的股份，以解决交叉持股问题。 

2016 年 7 月 4 日，宁波舟山港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舟港股份持有

的宁波港股份 0.17%的股份，共计 21,177,167 股。宁波舟山港集团承诺，为解决

交叉持股问题而增持的股份锁定期为本次重组交割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前的交叉持

股问题已解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经合法

有效地取得标的资产，会计师事务所已完成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本次新增股份

的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资产交付、过户手续均已依法完成。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上市公司与宁波舟山港集团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截至本报

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2、减值补偿协议 

上市公司与宁波舟山港集团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签署《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减值补偿协议》。根据《减值补偿协议》，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易实施完毕后的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如舟山港务截至当期期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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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的 85%小于购买资产交易作价，宁波舟山港集团将对公司

进行补偿。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7]124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及普华永道

中天审核公司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后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7]第

1409 号《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舟山港务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的 85%为 304,258.11 万元，相比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宁波舟山港集团

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8]119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及普华永道

中天审核公司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后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

1352 号《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扣除接受股东增资的影响

后，舟山港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的 85%为 350,842.17 万元，相比交易价格

未发生减值，宁波舟山港集团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二）各方承诺履行情况 

1、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宁波舟山港集团、省海港集团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承诺将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之间的关联交易。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宁波舟山港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在三年内

将其下属舟山港集团兴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舟山市兴港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舟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舟山市普陀山海通宾馆有限公司在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和证监会有关规则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或者通过其他

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宁波舟山港集团严格

履行上述承诺。 

省海港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将上市公司作

为货物装卸、港口物流等港口经营相关业务和资产的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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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将其下属的浙江浙能港口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能嘉兴港煤炭物流有限

公司（已更名为浙江海港独山港务有限公司）及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证监会有关规则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或者

通过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上述同业竞争问题。随着浙江省海洋港口一体化的

深入推进，省海港集团又陆续完成了对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嘉兴港务投

资有限公司、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等资产的整合。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省海港

集团已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浙江浙能港口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给浙

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并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2017 年 8 月，上市公司与

省海港集团签署《委托管理运营服务协议》，省海港集团已将浙江海港独山港务

有限公司、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嘉兴港务投资有限公司、温州港集团有

限公司等 9 家子公司及其上述企业的下属子公司委托给上市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3、关于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宁波舟山港集团分别出具了《关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函》。承诺期内，承诺方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4、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宁波舟山港集团、省海港集团分别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保障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

方面的独立。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5、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宁波舟山港集团承诺，其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交易前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为本次

重组交割完成之日起12个月。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宁波舟山港集团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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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经或

正在履行本次重组相关协议，无违反约定的情形；目前交易双方已经或正在履行

与本次重组相关的承诺，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已公告的盈利预测或者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重组未进行盈利预测或利润预测。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坚持以码头经营为核心，以港口物流和资本经营发展为重点的经营模式，

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集装箱、铁矿石、原油、煤炭、液体化工及其他货种装卸及相

关业务，同时从事综合物流、贸易销售等其他业务。 

2017 年度，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7.2 亿吨，同比增长 8.4%，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2,59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3.8%，增幅在我国沿海港口中处于领先水平，为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首破10亿吨、连续9年位居全球港口首位作出突出贡献，

同时也确保了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继续位列全球港口第四位，增幅继续位列

全球前五大集装箱港口首位。 

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83 亿元，同比增加 11.38%；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7 亿元，同比增加 16.43%。各主营业务板块基本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集装箱装卸及

相关业务 
3,644,367 1,965,975 46.05 37.35 52.28 

减少 5.30

个百分点 

铁矿石装卸及

相关业务 
1,545,333 1,047,702 32.20 16.89 27.87 

减少 5.82

个百分点 

原油装卸及相

关业务 
466,143 260,262 44.17 -2.04 -1.38 

减少 0.37

个百分点 

其他货物装卸 1,823,843 1,177,893 35.42 18.60 10.22 增加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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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及相关业务 个百分点 

贸易销售业 1,806,864 1,776,963 1.65 -48.88 -49.43 
增加 1.07

个百分点 

综合物流及其

他业务 
8,758,257 7,236,521 17.37 32.12 38.77 

减少 3.96

个百分点 

合计 18,044,807 13,465,316 25.38 11.71 10.63 
增加 0.74

个百分点 

（二）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普华永道中天已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8]

第 10063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去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182,917 16,325,329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6,654 2,298,920 1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4,778 2,137,542 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3,855 4,727,730 -4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370,554 34,590,112 5.15

总资产 62,205,870 58,147,915 6.98

公司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去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7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7 17.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1 6.82 
增加 0.69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6.34 

增加 0.18 个百

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76 2.63 4.9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22 0.36 -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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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7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保持平稳发展，收

入和盈利水平均有所上升。宁波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整合完成后，两港优势互补，

协同效应逐步显现，有助于上市公司扩大经营规模，优化业务结构，增强抗风险

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情况 

2017 年度，公司严格遵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公司治理的最新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不断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

及时合规做好信息披露。 

公司具有完整独立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控股股东严格规范自身行为，

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

和经营活动的行为。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均具有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2017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 

2017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要求规范运作，董事的选举程序、董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相

关要求。 

2017 年度，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要求规范运作，监事的选举程序、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相

关要求。 

2017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及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及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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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整，内控体系健全，各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良好。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制度规范运作，公司治理实际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治理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重组相关方已按

照公告的重组方案履行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

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宁波舟山港股份本次重组的持续督

导期限届满。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继续关注本次重组相关方所作出的协议

约定及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