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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6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5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

就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立即组织

相关人员积极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现将《问询函》中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进一步具体说明重组各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以及拟择机再次启动收购科迪速冻相关事宜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各项工作。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2月 27日停牌，2018年 5月 28日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2018年 6月 28 日股票复牌。 

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及交易对方面临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资

本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受到公司控股股东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迪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高比例质押的影响，各中介机构较为

审慎地推进本次重组，重组进展较为缓慢，截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预案中以

2018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的财务资料已经超过有效期，因此，公司决定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择机再次启动收购科迪速冻相关事宜的原因和合理性 

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速冻”）系科迪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速冻食品，产品主要包括速冻面米产品以及速冻肉

制品，包括如汤圆、水饺、馄饨、粽子、火锅料理、烤肠等。该公司为国内速冻

米面行业先驱企业、早在 1995 年就已经在央视推出了科迪汤圆的广告，为国内

广大消费者熟知，具有较高的消费者认知度和市场影响力。公司择机再次启动收

购科迪速冻原因如下： 

首先，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乳制品业务已经进入健康、稳步、可持续发展阶

段，为增加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竞争力，公司拟在食品制造业进一步拓展产品

种类，增加产业协同性。科迪速冻近年来业绩增长较快，发展势头较好，作为优

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将有利于拓展上市公司业务领域，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 

其次，科迪速冻系科迪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科迪乳业属于关联企业，收购

科迪速冻股权，有利于整合上市公司资源，符合证监会鼓励企业集团整体上市的

精神。 

再次，收购科迪速冻将进一步加强公司融资能力。收购科迪速冻后，公司资

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拓展融资渠道。 

最后，整合后的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在经销商渠道、冷链运输

等方面整合共享相关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能力，发挥协同效应，打造

食品制造行业的旗舰品牌。 

综上所述，公司择机再次启动收购科迪速冻符合未来发展战略，具有合理性。 

二、请说明收回 1 亿元保证金的协议安排与合理性，以及截至目前的收款

进度，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风险，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收回保证金的协议安排与合理性 



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科迪速冻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与科迪速冻的全体股东共同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该协议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协议约定，

其中关于履约保证金的条款如下： 

1、为保证本协议的履行，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向

科迪集团合计支付 1亿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2、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履约保证金在公司按照本协议第五条

的约定向科迪集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自动转为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分别

冲抵公司应支付给科迪集团的现金对价部分，在公司向科迪集团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时予以扣除。 

3、在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科迪集团支付了履约保证金后，如本次交易

最终未能通过审批并成交，则科迪集团应在收到公司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通知后

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公司要求的方式向公司全额返还其已收到的履约保证金及利

息。 

4、本条款在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后即生效。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已于 2018年 6月 12日向科迪集团支付了 1亿元履约保

证金。 

本次协议中关于保证金的条款系为了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所制

定，根据协议约定，交易终止后公司即可通知科迪集团退还保证金及利息，杜绝

了科迪集团长期占用保证金的可能，保护了公司及股东利益。上述协议业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备合理性及可执行性。 

（二）收款进度 

截至目前，公司已于 2018 年 12月 4日向科迪集团发出了收回本次履约保证

金的通知，科迪集团收到通知后承诺将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之前偿还已收到公

司的 1亿元履约保证金及利息。 

（三）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风险 



公司与科迪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按照协

议的相关条款支付履约保证金属于交易的一部分，公司与科迪集团正在履行收回

履约保证金程序。该等情况不属于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及时履行了相关协议条款，向科迪集团发

出了收回履约保证金的通知，科迪集团于 2018年 12月 5日承诺将于 2018年 12

月 15日之前返还保证金及利息。经核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1）本次保证金的协议安排 

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市公司于 2018年 5月 25

日与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速冻”）全体股东签署了附条

件生效的《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协议”），

其中关于履约保证金的相关条款如下： 

①、上市公司应在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科迪集团合计支付

10,00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②、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履约保证金在上市公司按照协议约定

向科迪集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自动转为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分别冲抵上

市公司应支付给科迪集团的现金对价部分，在上市公司向科迪集团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时予以扣除； 

③、在上市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向科迪集团支付了履约保证金后，如本次交

易最终未能通过审批并成交，则科迪集团应在收到上市公司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

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上市公司要求的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返还其已收到的

履约保证金及利息； 

④、本条款在上市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后即生效。 



根据协议约定，上市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向科迪集团支付了 10,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 

（2）协议安排的合理性 

本次协议中关于保证金的条款系为了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所制

定，相关条款包括保证金的支付、退回及资金使用利息等事项，根据协议约定，

交易终止后上市公司即可通知科迪集团退还保证金及利息，杜绝了科迪集团长期

占用保证金的可能，保护了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上述协议业经上市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备合理性及可执行性，目前科迪集团已经承诺在

2018年 12月 15日前退回保证金及利息。 

(3)保证金回款进度 

本次重组终止后，独立财务顾问立即督促上市公司按照协议约定通知科迪集

团返还履约保证金及产生的利息。2018年 12月 4日，公司向科迪集团发出了收

回履约保证金的通知，科迪集团在收到通知后于 2018年 12月 5日向公司承诺：

将于 2018年 12月 15日之前偿还已收到上市公司的 1亿元履约保证金及利息。 

(4)保证金的支付不属于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会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保证金的支付系按照《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科迪速冻食品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相关条款执行，支付的

目的系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属于上市公司正常对外投资使用，不属

于非经营性占用。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上市公司已经与科迪集团确定了保

证金回收计划，预计将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收回款项及利息，保证金及其利

息的收回未违反上述协议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证金的支付不属于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会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5)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看了《购买资产协议》条款，查看了保证金支付凭证及上市



公司向科迪集团发出的返还履约保证金的通知和科迪集团出具的返还履约保证

金的承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收回 1亿元保证金的安排具有合理的、

可执行的协议约定，目前正在履行收款程序，科迪集团承诺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退回保证金及利息。保证金及其利息的收回未违反《购买资产协议》约定，

不属于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2、嘉源律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1）收回 1 亿元保证金的协议安排与合理性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5月 25 日与科迪速冻全体股东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涉及支付及收回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如下： 

①、为保证本协议的履行，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

向科迪集团合计支付 10,00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②、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履约保证金在公司按照本协议第五条

的约定向科迪集团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自动转为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分别

冲抵公司应支付给科迪集团的现金对价部分，在公司向科迪集团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时予以扣除。 

③、在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科迪集团支付了履约保证金后，如本次交易

最终未能通过审批并成交，则科迪集团应在收到公司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通知后

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公司要求的方式向公司全额返还其已收到的履约保证金及利

息。 

④、本条款在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后即生效。  

据此，本所认为： 

科迪集团与科迪乳业约定的履约保证金条款，系交易双方为保证本次重组顺

利进行而作出的商业安排，金额未超过双方预估交易金额的 10%，且约定了收回

履约保证金的条件、程序等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具有商业合理性。 

（2）截至目前的收款进度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订后，公司于 2018 年 6月 12日向

科迪集团支付了 10,000万元履约保证金。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未能成就。 

2018年 12月 4日，公司向科迪集团发出《关于科迪集团返还公司履约保证

金的通知》，要求科迪集团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返还上述履

约保证金及利息。 

2018年 12月 5日，科迪集团向公司发出《关于公司返还科迪乳业履约保证

金的承诺》，承诺于 2018年 12 月 15日前返还上述履约保证金及利息。 

（3）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风险、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向科迪集团支付履约保证金，系交易双方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而

作出的商业安排，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在董事会作出终止本次重组的

决议后，及时向科迪集团发出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及利息的通知，科迪集团已承

诺于 2018年 12月 15日前返还履约保证金及利息。 

据此，本所认为： 

科迪集团按时履行返还履约保证金及利息的承诺后，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 

①、科迪集团与科迪乳业约定的履约保证金条款，系交易双方为保证本次重

组顺利进行而作出的商业安排，金额未超过双方预估交易金额的 10%，且约定了

收回履约保证金的条件、程序等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具有商业合

理性。 

②、科迪集团按时履行返还履约保证金及利息的承诺后，不存在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