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收购合众创亚东南亚四家公司 100%股份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厦门

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兴包装”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就合兴包装及全资子公司厦门合兴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兴网络”）、厦门合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兴供应链”）收购合众创亚包装服务（柔佛）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众创亚（柔佛）”）、合众创亚包装服务（吉隆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众创亚（吉隆坡）”）、合众创亚包装服务印尼巴淡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众创亚（印尼）”）及合众创亚包装服务（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创亚

（泰国）”）100%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合众创亚（柔佛）100%股份、合众创亚（吉隆坡）

100%股份、合众创亚（印尼）99.90%股份、合众创亚（泰国）99.998%股份，并

由全资子公司合兴网络以自有资金收购合众创亚（印尼）0.10%股份、合众创亚

（泰国）0.001%股份，全资子公司合兴供应链以自有资金收购合众创亚（泰国）

0.001%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合兴网络、合兴供应链将合计

持有上述四家公司100%股份。 

本次收购前，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架

桥合兴”）持有合众创亚（柔佛）100% 股份、合众创亚（吉隆坡）100% 股份、

合众创亚（印尼）99.90% 股份及合众创亚（泰国）99.998% 股份，自然人周勤

持有合众创亚（印尼）0.1% 股份、合众创亚（泰国）0.001% 股份，自然人许

海天持有合众创亚（泰国）0.001% 股份。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象包括架桥合兴、周勤、许海天，由于公司持有架桥

合兴18%的合伙份额，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晓光对架桥合兴的收益分配等义务



承担个人连带责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深

证上〔2018〕166 号），架桥合兴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127号）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并于 2018 年 6 月 6 日由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前述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

事亦就前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 年 6 月 6 日，公司、合兴网络、合兴供应链与架桥合兴、周勤、许

海天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勤、

许海天与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合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合

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合众创亚东南亚四家公司股份转让之股份转让协议

书》，该协议待公司、合兴网络、合兴供应链与架桥合兴各自内部有权决策机构

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关联关系介绍 

交易对象包括：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勤、许海

天，因合兴包装持有架桥合兴18%的合伙份额，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晓光对架

桥合兴的收益分配等义务承担个人连带责任，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架桥合兴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

心D栋8层03单元A之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60NJ0L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架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6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02-05 



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对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2016年10月28日，架桥合兴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备案并取

得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M8849）。深圳市架桥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其基

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0921）。 

2、周勤的基本情况 

周勤，男，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5262719751118****，住址：厦门市思

明区莲前东路930号602室。 

3、许海天的基本情况 

许海天，女，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5030319860715****，住址：厦门市

集美区龙荷里22号2701室。 

（三）架桥合兴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架桥合兴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总资产  172,899.78  

净资产  91,854.71  

营业收入  244,721.82  

净利润  3,734.36  

注：2017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架桥合兴的合伙人构成 

合伙人 类型 出资方式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架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650.00 1.00% 

深圳市架桥合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500.00 3.85%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1,700.00 18.00% 

天津架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300.00 8.15% 

广发信德智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发

信德合兴包装海外并购专项资产管理计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6,183.33 24.90% 



合伙人 类型 出资方式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划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架桥合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8,666.67 44.10% 

合计 65,000.00 100.00% 

其中，普通合伙人即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架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04-11 

统一信用代码： 91440300335111036W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

管理及其它限制项目) ；股权投资；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

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收购股份。 

2、标的股份：合众创亚（柔佛）100%股份、合众创亚（吉隆坡）100%股

份、合众创亚（印尼）100%股份、合众创亚（泰国）100%股份。 

3、权属状况说明：标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股份转让

的情形。标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股份受让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合众创亚包装服务（柔佛）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UNITED CREATION PACKAGING SOLUTIONS (JH) SDN. 

BH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总股数：17,000,000股  

公司注册号：132979-P 



成立日期：1985年1月8日 

住所：Lot 6.05, Level 6, KPMG Tower, 8, First Avenue, Bandar Utama, Petaling 

Jaya, 47800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经营范围：瓦楞纸箱及纸箱的制造与销售 

主要股东：架桥合兴拥有合众创亚（柔佛）100% 的股份。 

2、合众创亚包装服务（吉隆坡）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UNITED CREATION PACKAGING SOLUTIONS (KL) SDN. 

BH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总股数：38,000,000股 

公司注册号：85254-V 

成立日期：1982年5月26日 

住所：Lot 6.05, Level 6, KPMG Tower, 8 First Avenue, Bandar Utama, 478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经营范围：瓦楞纸箱及纸箱的制造与销售 

主要股东：架桥合兴拥有合众创亚（吉隆坡）100% 的股份。 

3、合众创亚包装服务印尼巴淡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PT. UTD CREATION PACKAGING SOLUTIONS BATA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总股数：10,000股 

注册号：33.10.1.17.02548 

成立日期：1993年9月22日   

住所：Jl. Hang Kesturi No. 01 Lot. B 039-040, Taiwan International Park, Kabil 

Sub-district, Nongsa District, Batam.   

经营范围：纸板和塑料包装的生产、销售及出口 

主要股东：架桥合兴持有合众创亚（印尼）9,990股，占比99.90%；周勤持

有合众创亚（印尼）10股，占比0.10%。 

4、合众创亚包装服务（泰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UNITED CREATION PACKAGING SOLUTIONS (THAILAND) 

CO.,LT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总股数：200,000股 

公司注册号：0105543010906 

成立日期：2000年1月30日  

住所：189 Moo 3, Baanrai-NongKanam Rd., Baan Bung, Chonburi 20170, 

Thailand  

经营范围：瓦楞纸箱包装制造 

主要股东：架桥合兴持有合众创亚（泰国）199,996股，占比99.998%；周勤

持有合众创亚（泰国）2股，占比0.001%；许海天持有合众创亚（泰国）2股，占

比0.001%。 

（三）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1、合众创亚（柔佛）最近一年的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总资产  6,091.20  

负债总额  5,368.86  

净资产  722.33  

营业收入  12,284.52  

营业利润  -239.29  

净利润  -23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66  

注：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

审计。 

2、合众创亚（吉隆坡）最近一年的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总资产  1,813.71  

负债总额  1,895.20  

净资产  -81.49  

营业收入  1,221.48  

营业利润  -631.52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净利润  -1,28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9  

注：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所审计。 

3、合众创亚（印尼）最近一年的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总资产  1,881.97  

负债总额  489.38  

净资产  1,392.59  

营业收入  2,876.85  

营业利润  39.65  

净利润  3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75  

注：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所审计。 

4、合众创亚（泰国）最近一年的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总资产  7,817.04  

负债总额  9,286.95  

净资产  -1,469.91  

营业收入  12,080.30  

营业利润  -435.52  

净利润  -39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96  

注：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所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由协议各方参照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所出具

审计报告确认的目标公司于审计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值协商确定。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6号），截至审

计基准日，合众创亚（柔佛）的净资产为722.33万元。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7号），截至审



计基准日，合众创亚（吉隆坡）的净资产为-81.49万元。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8号），截至审

计基准日，合众创亚（印尼）的净资产为1,392.59万元。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9号），截至审

计基准日，合众创亚（泰国）的净资产为-1,469.91万元。 

四家目标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合计数为563.52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四家目

标公司100%股份的转让价格根据四家目标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合计数取整最终确

定为 560 万元，其中： 

目标公司 股份转让方 股份受让方 
转让股份

数量（股） 

股份转让价

格（万元）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柔佛）私人有

限公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0 191.26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吉隆坡）私人

有限公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0 0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印尼巴淡岛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9,990 368.37 

周勤 
厦门合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 0.37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泰国）有限公

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996 0 

周勤 
厦门合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 0 

许海天 
厦门合兴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 0 

五、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卖方：甲方一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二周勤、

甲方三许海天（以下合称“甲方”或“股份转让方”）  

买方：乙方一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二厦门合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乙方三厦门合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乙方”或“股份受让

方”）  

协议签订时间： 2018 年 6 月 6 日 



（2）标的股份 

合众创亚（柔佛）100%股份、合众创亚（吉隆坡）100%股份、合众创亚（印

尼）100%股份、合众创亚（泰国）100%股份 

（3）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由协议各方参照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所出具

审计报告确认的目标公司于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值协商确定。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6号），

截至审计基准日，合众创亚（柔佛）的净资产为722.33万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7号），

截至审计基准日，合众创亚（吉隆坡）的净资产为-81.49万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8号），

截至审计基准日，合众创亚（印尼）的净资产为1,392.59万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B50269号），

截至审计基准日，合众创亚（泰国）的净资产为-1,469.91万元。 

四家目标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合计数为563.52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标的股

份的转让价格根据四家目标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合计数取整最终确定为 560 万元，

由股份受让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支付，其中： 

目标公司 股份转让方 股份受让方 
转让股份

数量（股） 

股份转让价

格（万元）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柔佛）私人有

限公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0 191.26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吉隆坡）私人

有限公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0 0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印尼巴淡岛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9,990 368.37 

周勤 
厦门合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 0.37 

合众创亚包装服

务（泰国）有限公

司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合兴包装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996 0 

周勤 
厦门合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 0 

许海天 
厦门合兴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 0 



（4）标的股份转让款支付方式 

①乙方一应按本条约定支付方式，向甲方一支付股份转让款： 

A、第一期付款金额至少为乙方一应付股份转让款的 51%，即不低于 286 万

元，由乙方一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电汇支付至甲方一指定的中国

境内账户； 

B、剩余的款项由乙方一于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电汇支付至甲方一

指定的中国境内账户。 

②乙方二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甲方二的全部股份转让

款一次性通过电汇支付至甲方二指定的中国境内账户。 

股份受让方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将标的股份转让款支付至股份转让方指定账

户即视为完成付款。 

股份受让方逾期支付股份转让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

二标准向股份转让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5）标的股份过户 

股份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180 个工作日内，依据目标公司注册地法律

规定，配合股份受让方办理标的股份变更登记至股份受让方名下的过户手续。 

股份转让方和股份受让方应共同配合，及时签署、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转让审

批和过户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法律文件。 

（6）过渡期安排 

交割日前，股份转让方依目标公司注册地法律和目标公司章程行使对目标公

司的股东权利，不得作出损害目标公司权利和/或利益的行为。 

未经股份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

分配。 

目标公司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印章、证照、财务资料、合同文件等）

均保留在目标公司，标的股份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股份转让方将协助股份受让方

接管目标公司全部资料。 

（7）过渡期损益的处理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如目标公司净资产值减少，则交割日净资产值少于股

份转让基准日净资产值的差额部分由股份转让方支付给股份受让方，并优先从股



份受让方未付股份转让款中相应冲抵，经冲抵后仍有差额需支付的，由股份转让

方在根据本协议约定确认交割日净资产值之日起9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股份

受让方（但以股份转让方已收取的股份转让款金额为限）；如目标公司净资产值

增加，则增加的净资产由股份受让方享有，股份受让方无需就此向股份转让方作

出任何补偿。 

各方同意，目标公司交割日净资产值的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的前月月末。 

目标公司交割日净资产值按如下方式之一确认： 

①以目标公司的账面值确定并经各方认可；或 

②委托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专项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以确定目标公司交割日净资产值。 

（8）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交割日前目标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交割日后的目标公司股东（即股份受

让方）享有。 

（9）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保证，则该

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的经济损失。 

（10）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二签字、甲方三签字、甲方一及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本协议自以下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生效： 

①本协议经甲方二签字、甲方三签字、甲方一及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法

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按照法律法规及各自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的规定，本协议经甲方一、乙方

一、乙方二、乙方三各自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11）协议的终止 

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本协议终止： 

①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②若本协议生效后180个工作日内，未能按照本协议第5.1条约定完成标的股



份过户手续，则股份受让方可单方要求终止本协议且协议各方相互不追究违约责

任。 

本协议终止后，各方应提供必要的协助以使任何已完成的转让或变更手续恢

复原状。各方已取得/收到的关于标的股份的各种文件、材料以及标的股份转让

价款应在本协议终止后30天内及时归还对方。 

本协议终止后，不影响本协议有关保密、违约、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通知

等条款的效力。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加快实施产业并购战略，并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以促进公司战

略目标的实施落地，2016年2月2日，合兴包装与深圳市架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

作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架桥合兴。架桥合兴的总规模为人民币6.50亿元，深圳

市架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人民币

11,700万元，占比18%。 

2016年3月14日，架桥合兴与国际纸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收购国际

纸业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瓦楞包装箱业务，同时并购基金承诺由相关投资标的公司

及其子公司在协议约定时间内偿还所欠国际纸业的贷款约3亿元人民币。2016年6

月30日，交易各方完成股权交割。 

鉴于标的公司已运作规范，公司决定收购合众创亚（柔佛）、合众创亚（吉

隆坡）、合众创亚（印尼）及合众创亚（泰国）。标的公司纳入合兴包装体系后，

公司将实现在东南亚的市场布局，公司区域布局进一步扩大，同时又能与合兴包

装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产业整合，扩大合兴包装的国际影响力，巩固合兴包

装的行业龙头地位。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收购标的为合众创亚（柔佛）、合众创亚（吉隆坡）、合众创亚（印

尼）、合众创亚（泰国）100%股份，即原国际纸业东南亚区域的瓦楞纸箱业务。

虽合众创亚（柔佛）、合众创亚（吉隆坡）、合众创亚（泰国）目前仍存在未弥

补的亏损，但公司本次交易是根据四家目标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合计数协商确定收

购价格，交易价格公允。 



随着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迁移，公司拟通过本次收购，快速实现在东南亚的

战略布局，实现跨国横向整合，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有助于公司打通国内与

东南亚的原纸采购渠道，共享东南亚区域的技术与资源，实现协同效应；并为公

司未来的海外扩张提供人才储备，增强了公司海外运营经验，从而提升公司的综

合竞争能力和影响力。 

七、公司与架桥合兴的关联交易 

1、自2018年初至今，公司与架桥合兴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2018年3月23日，公司与架桥合兴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厦门合兴包装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合众创亚

包装服务（亚洲）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股份转让协议》，公司以人民币7.18亿元

价格受让架桥合兴持有的合众创亚包装服务（亚洲）有限公司100%股份。该交

易系公司与架桥合兴之间的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已经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① 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② 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均

回避表决； 

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施该关联交易。 

（2）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未与架桥合兴发生与此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其他关

联交易。 

2、自2018年初至今，公司与架桥合兴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人民币7.18亿元。 

八、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8 年 6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收购合众创亚东南亚四家公司 100%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意见。 

九、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最终实施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履行中国发改委部

门项目备案/审查程序并取得《项目备案通知书》或同等批复；（2）履行中国商



务部门项目备案/审查程序并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同等批复。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收购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意见。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本次收购合众创亚东南亚四家公司100%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兴业证券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收购合众创亚东南亚四家公司100%

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收购合众创亚东南亚四家公司 100%股份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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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黄实彪        李蔚岚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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