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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9-01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60,257,149 股 

发行价格：7.02 元/股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保利久联集团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转让其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会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取得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协

议转让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和银光集团取得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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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次重组完成后，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

破和银光集团基于本次重组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

述锁定期的约定。 

 预计上市交易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日为 2019 年 1 月 7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

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之日，盘化集团、产投集团和瓮福集团持有的盘江民爆 100%股

权，盘化集团和开山爆破持有的开源爆破 94.75%股权，保利久联集团和银光集

团持有的银光民爆 100%股权转让至久联发展的股东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分

别办理完成。盘江民爆已取得了清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816669728426）；开源爆破已取得了清镇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81741104923Q）；银光民

爆已取得了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55652155196）。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贵州久联民爆器

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

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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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方案 

1、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购买的资产为盘江民爆100%股权、开源爆破94.75%股权和银光民

爆100%股权，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为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

保利久联集团和银光集团。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根据天健兴业就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18]第 0325 号、天兴评报字[2018]第 0326 号和天兴评报字[2018]第 0327 号），

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购买资产 

账面净值

（母公司

口径） 

账面净值

（合并口

径） 

评估值 

增 值 率

（ 母 公

司口径） 

增 值 率

（ 合 并

口径） 

交易作价 

盘江民爆 100%股权 44,725.99 44,700.19 50,364.10 12.61% 12.67% 50,364.10 

开源爆破 94.75%股权 13,789.71 13,816.59 15,107.14 9.55% 9.34% 15,107.14 

银光民爆 100%股权 30,950.12 37,222.86 47,029.28 51.95% 26.35% 47,029.28 

合计 89,465.82 95,739.64 112,500.52 25.75% 17.51% 112,500.52 

注：账面净值为购买资产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交易各方协商，根据

上述评估结果，本次购买盘江民爆100%股权、开源爆破94.75%股权和银光民爆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分别为50,364.10万元、15,107.14万元和47,029.28万元。 

3、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将向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保利久联集团和

银光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交易对价。 

4、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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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5、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在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6、发行对象 

本次股份发行的对象为交易对方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

保利久联集团和银光集团。 

7、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

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

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首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即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项目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元/股） 12.05 13.31 13.59 

股票交易均价之 90%（元/股） 10.85 11.98 12.23 

本公司股价在本次重组停牌前未出现大幅波动情况，综合考虑本次重组标的

资产的盈利能力和定价情况，以及本次重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公司的股价情

况，为了充分兼顾上市公司长期发展利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中小投资者利

益，本次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为10.85元/股。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则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同时相应调整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数量。 

2018年3月28日，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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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27,368,16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7元（含税）。2018年4月26日，公司2017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6月26日，公司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根据前述利润分配情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相应调整为10.81元/股。 

本次交易已触发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

的议案》等议案，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7.02 元/股，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8、股份发行数量 

按照本次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7.02元/股，购买资产交易价格112,500.52万

元计算，本次向交易对方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160,257,149股，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持有标的资

产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股份发行数

量（股） 

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比例 

1 盘化集团 
盘江民爆 100%股权 72.1013% 36,313.17 51,728,162  

14.94% 
开源爆破 94.75%股权 93.0000% 14,828.12 21,122,678  

2 产投集团 盘江民爆 100%股权 20.5860% 10,367.95 14,769,159  3.03% 

3 瓮福集团 盘江民爆 100%股权 7.3127% 3,682.98 5,246,410  1.08% 

4 开山爆破 开源爆破 94.75%股权 1.7500% 279.02 397,464  0.08% 

5 
保利久联

集团 
银光民爆 100%股权 70.0000% 32,920.50 46,895,299  9.62% 

6 银光集团 银光民爆 100%股权 30.0000% 14,108.78 20,097,977  4.12% 

合计  112,500.52 160,257,149 32.86%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按照下列公式确定：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交易对方所持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标的资产中价格不足一

股的部分，由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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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的股份数量为准。若上市公

司股票在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同

时相应调整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数量。 

9、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10、股份锁定期安排 

保利久联集团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转让其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会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取得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协

议转让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和银光集团取得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所发行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次重组完成后，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

破和银光集团基于本次重组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

述锁定期的约定。 

11、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12、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期间，标的公司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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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标的公司产生的亏损由标的公司的股东按其于评估基准日所持标的公司的

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13、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按照公司与交易对方盘化集团、瓮福集团、产投集团、开山爆破、保利久联

集团、银光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执行。 

14、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中，盘江民爆、开源爆破和银光民爆均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交易

对方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和银光集团对交

易标的作出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各标的资产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各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不低于以下表格所示金额：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预测期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盘江民爆 4,795.27 5,051.98 5,217.54 

开源爆破 1,078.32 1,128.01 1,153.88 

银光民爆 3,949.16 4,264.50 4,549.02 

合计 9,822.75 10,444.49 10,920.44 

交易对方承诺业绩承诺对象在2018年-2020年期间，实际净利润额每年不低

于评估预测的相应期限内的净利润额。 

上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计

算依据，并应扣除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追加投资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

所带来的收益及其节省的财务费用，其中财务费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确定。 

（2）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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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任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同期承诺净利润数，补偿

义务人将按照本协议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对价补偿。具体而言，应优先以届时补

偿义务人所持有的、其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股份进行补偿，补偿股份数上限为

补偿义务人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股份数，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应补偿股份数

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期补偿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当期实际净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

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双方一致同意，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

本或送股分配的，则前述当期股份补偿数量应做相应调整，即：当期股份补偿数

量（调整后）=当期股份补偿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发生现金分红，则补偿义务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当期股份补偿数量所对应之累积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之返还给上市公司。 

（二）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1、2018 年 2 月 13 日，久联发展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2018 年 5 月 28 日，久联发展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18 年 6 月 15 日，久联发展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8]346 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方案。 

4、2018 年 6 月 19 日，久联发展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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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 8 月 21 日，久联发展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6、2018年10月17日，久联发展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初审函[2018]第204号）。 

7、2018年12月3日，久联发展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贵州久联民

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 1973号）。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盘化集团、产投集团和瓮福集团持有的盘江民爆

100%股权，盘化集团和开山爆破持有的开源爆破 94.75%股权，保利久联集团和

银光集团持有的银光民爆 100%股权转让至久联发展的股东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分别办理完成。盘江民爆已取得了清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816669728426）；开源爆破已取得了清镇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81741104923Q）；银

光民爆已取得了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55652155196）。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次标的资产交割情况出具了编号

为：瑞华验字[2018]02280002 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

股本情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7,368,160.00 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 160,257,149.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7,625,309.00 元。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太平洋证券出具了《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

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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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联发展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久联发展已合法取得盘江民爆 100%股权、开源爆破 94.75%

股权和银光民爆 100%股权，并已完成相关验资；久联发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得

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相关后续

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金诚同达出具了《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重组已获得了截至现阶段必要的审批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资产交割事宜，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合法

有效，久联发展已取得盘江民爆 100%股权、开源爆破 94.75%股权和银光民爆

100%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办理了验资及登记手续，本次

重组的实施过程及履行程序合法有效。 

3、本次重组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履行相关协议项下义务，不

存在违反相关协议约定之情形；在本次重组相关承诺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

反承诺的情形。 

4、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重组尚需实施的后续事

项继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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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结果和发行对象 

（一）发行结果 

本次交易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交易对方为为盘化集团、产

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保利久联集团和银光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发行价格为7.02元/股，发行股票数量160,257,149股。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未持有盘江民爆、开源爆破、银光民爆的股权；本次

交易后，上市公司将持有盘江民爆 100%股权、开源爆破 94.75%股权、银光民爆

100%股权。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160,257,149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487,625,309

股，2017 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 0.1574 元。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保利久联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21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722104063C 

法定代表人 安胜杰 

成立日期 2001 年 02 月 09 日 

注册资本 29,31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

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

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融资，项目

开发；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从事经营活动）；房屋租赁；

汽油、柴油、润滑油（仅限九八加油站经营）、汽车配件销售。） 

2、盘化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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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204214411737W 

法定代表人 林荣进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5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经营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进行对外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托管经营

和资本运营 

3、产投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贵州省贵安新区湖潮乡产投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工业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900214419958H 

法定代表人 翟彦 

成立日期 1994 年 4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90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投资融资；委托贷款；资本运营；资产经营及股权管理；企业兼并重

组；资产托管；土地收储、担保；财务顾问；招投标；房地产开发，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钢材、建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外）、

酒类的销售；国内外贸易、发行和设立私募基金、煤炭经营、电力生

产、餐饮业，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禁止经营范围以外的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开展“三来一补”、进料加工业务；经营易货贸易和转口贸

易业务 

4、瓮福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 57 号（瓮福国际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19966X 

法定代表人 何光亮 

成立日期 2008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531,404.8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磷矿砂、磷精矿、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重钙、氟化铝、冰晶

石、复合肥、磷矿石、磷精矿、精矿粉、磷化工产品、开采磷矿；本

企业生产、零配件（国家规定的一、二类进口商品除外），化肥（国

家专项除外）、三聚磷酸钠（五钠）、石膏砌块、水泥添加剂、复合肥

填充料；铜的销售；承包境外磷矿采掘、加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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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兼营:)家电；化工产品及磷矿产品出口；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黑

色金属、有色金属、水泥、玻璃、防水材料、轮胎、橡胶、硫酸、劳

保用品、室内装饰装璜、机电设备、五金、交电、供用电、仓储、化

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编织袋、塑料制品；房屋租赁；

房屋装修材料销售；灰渣、矿渣的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代

理进出口业务；粮食购销（包括谷物、豆及薯类，米面制品及食用油

批发）；皮棉经营；金属矿产品及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果品、

蔬菜批发、辣椒、贸易经纪与代理、黄磷、合成氨、二甲醚、无水氟

化氢、氢氟酸、纯碱、烧碱；饲料、饲料添加剂、硫酸铵的经营；食

品添加剂磷酸、复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掺混肥、过磷酸钙、

水溶肥料、缓释肥料、控释肥料的经营；氟硅酸、氟硅酸钠、富钙、

碘、氢氧化钾的经营；电力销售；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及服务，磷酸铁、磷酸铁锂的生产及销售 

5、开山爆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黔东南州开山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经济开发区金湘路 2 号综合

大楼 8 层 8-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620666989062C 

法定代表人 文静 

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2,0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二级），涉爆作业人员培

训；土石方工程承包、挖运；建构筑物拆除。） 

6、银光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银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费县费城镇化工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5168737348T 

法定代表人 孙伯文 

成立日期 1997 年 03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3,03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镁、铝、锌、铜及其合金型材、铸模、床上用品、窗浴帘、塑料制

品生产、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化、针纺织品、金属制品、工艺

品、镁铝合金门窗、建筑材料销售；抽纱、刺绣及其彩印喷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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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绿化（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生产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各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保利久联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0%股份。盘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

东保利久联集团 100%控制的企业。发行对象产投集团持有瓮福集团 11.52%的股

权。除此之外，开山爆破、银光集团则与其他发行对象及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保利久联集团 98,210,400 30.00% 

2 贵州伍峰致信实 业有限公司 12,892,972 3.94% 

3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8,555,413 2.61% 

4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560,000 2.00% 

5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境 
6,554,858 2.00% 

6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

信 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集

合资 金信托计划 

5,803,906 1.77% 

7 南京理工大学 4,441,582 1.36% 

8 伍腾 2,988,189 0.91% 

9 金鼎宣颐(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2,268,000 0.69% 

10 陈廷勇 1,947,708 0.59% 

前十名股东合计 150,223,028 45.87%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股份变动后，截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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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5,105,699 29.76 

2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72,850,840 14.94 

3 山东银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97,977 4.12 

4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4,769,159 3.03 

5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11,500,000 2.36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8,555,413 1.75 

7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560,000 1.35 

8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554,858 1.34 

9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46,410 1.08 

10 南京理工大学 4,441,582 0.91 

前十名股东合计 295,681,938 60.64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保利集团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总数（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8,467,549 53.01%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7,368,160 100.00% 229,157,760 46.99% 

股份总数 327,368,160 100.00% 487,625,30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有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

善上市公司资产状况，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体

详见公司披露的《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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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926 号同德广场写字楼 31 楼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电话：0871-68885858 

传真：0871-68898100 

项目经办人：张姝、刘俊、王军军、赵亚楠、代妍、陈亮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A 座十层 100004  

负责人：庞正忠 

电话：010-57068585 

传真：010-85150267  

项目经办人：刘胤宏、王明凯、焦晓昆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975 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 1 栋

1 门 5017 室-11 

法定代表人：李金才 

电话：022-23733333 

传真：022-237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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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办人：黄小丁、李春玉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23 层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电话：010-68081109 

传真：010-68081109 

项目经办人：汪仁华、王晖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贵

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

1973 号）； 

2、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证明材料；  

3、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

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金诚同达出具的《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6、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8]02280002 号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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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一）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 213 号 

法定代表人：安胜杰 

电话：0851-86749901 

传真：0851-86744972 

（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九号华远企业号 D 座三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电话：010-88321818 

传真：010-88321819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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