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情况表
公司简称

威华股份

公司代码

002240

重组涉及金额
（万元）

92,250

交易是否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
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否

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是

是否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借壳重组

否

是否涉及配套融资

是

是否需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是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是否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正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正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

是

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是否未受到过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
内是否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未违反《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

是

材料报送人姓名

雷利民

材料报送人联系电话

0755-82557707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主办人

罗媛、许超

评估或估值机构
名称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四川山河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或估值项目负责人（签字人）

罗育文、黄一仕、
李建军、陈书武

审计机构名称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项目负责人（签字人）

熊永忠、张腾

报送日期

2019 年 2 月 18 日

报送前是否办理证券停牌

否

方案要点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新能源材料业务，主要是基础锂盐和稀土产
品的生产与销售；二是中（高）密度纤维板的生产与销售、林木种植与销售。
上市公司
概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盛屯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姚雄杰。
2018 年末，公司总资产 366,351.7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16,176.00
万元。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370.20 万元，同比增长了 25.04%；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01.42 万元，同比增长 509.31%。
本次交易威华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盛屯集团、盛屯贸易、福建华闽、
前海睿泽、东方长丰持有的盛屯锂业 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92,250 万元；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 34,262.50 万元。

方案简述

其中，盛屯集团转让其持有的盛屯锂业 31.98%的股份；盛屯贸易转让其持有的盛屯锂
业 7.05%的股权；福建华闽转让其持有的盛屯锂业 29.27%的股份；前海睿泽转让其持有的
盛屯锂业 29.54%的股份；东方长丰转让其持有的盛屯锂业 2.17%的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价中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向盛屯集团支付不超过 10,000 万元；其余部分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份方式进行支付。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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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4,262.5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本次交易相关税费等。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
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的比例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5%。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
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但募集配套资金的
实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有资金先
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本次募集资金不足或未能实施完成，公司将以自筹
资金的方式解决。
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公司盛屯锂业目前尚未实际开展生产业务，但其控股子公司奥伊
诺矿业已取得四川省金川县业隆沟锂辉石矿采矿权和四川省金川县太阳河口锂多金属矿详
查探矿权，奥伊诺矿业未来主要从事锂辉石矿的采选和锂精矿的销售业务。随着业隆沟锂
矿项目逐步建成投产，奥伊诺矿业的主要产品为锂精矿。
实施方案
效果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间接控制盛屯锂业下属锂矿资产，上市公司锂盐产业链
上游矿山资源的保障力度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锂矿来源。同时，基
于公司前期在锂盐产品的产业链布局，新收购锂矿资产将与公司现有锂盐业务产生协同效
应及规模效应，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在新能源材料领域的竞争力，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及盈利能力。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情况
1、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
价的 90%；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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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新股
方案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
（元/股，按“进一法保留两位小
数”）

前 20 个交易日

8.24

7.42

前 60 个交易日

8.29

7.47

前 120 个交易日

8.82

7.94

经交易各方商议决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选择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6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
价格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为 7.47 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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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
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3、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交易标的盛屯锂业 100%的股份交易价格拟定为 92,250.00 万元，以非公开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支付，其中股份支付对价金额 82,250 万元，现金支付对价金
额 10,000 万元。按照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7.47 元/股计算，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约为 110,107,093 股。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发行数量（股）

现金支付（万元）

盛屯集团

19,500.00

26,104,417

10,000.00

盛屯贸易

6,500.00

8,701,472

-

福建华闽

27,000.00

36,144,578

-

前海睿泽

27,250.00

36,479,250

-

东方长丰

2,000.00

2,677,376

-

合计

82,250.00

110,107,093

10,000.00

本次交易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在本次发行的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
1、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之规定，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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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3、发行数量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4,262.5 万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
即不超过 107,068,691 股。
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导致发行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则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数量将按照前述发行上限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将进行相
应调减，各认购对象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认购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公司股份数量也将
按照目前的认购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
之进行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相应调整，各认购对象认购股份数量上
限将按照其各自认购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
资金总额因证券监管部门要求或因监管政策变化而予以调减的，则认购对象本次所认购的
股份数量原则上按其认购比例相应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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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情况表》之盖章页）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