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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接受委托，

担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水泥”或“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证券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态度，遵循客观、

公正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上，本独立财务

顾问出具了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的依据是本次交易各方提供的资料，提供方对所提供的为出具本

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

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意见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冀东水泥的任

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

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冀东水泥董事会发布的关于

本次重组的公告及文件。 

 



2 

目  录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 1 

目  录 .............................................................................................................. 2 

释  义 .............................................................................................................. 3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 5 

一、本次交易方案 ......................................................................................... 5 

二、本次交易的性质 ................................................................................... 11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 13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 13 

二、资产过户情况 ....................................................................................... 14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 16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 17 

五、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17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 18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 18 

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 19 



3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中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冀东水泥、

公司 
指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000401.SZ） 

金隅集团、交易对方 指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992.SH） 

交易双方 指 冀东水泥和金隅集团双方 

标的公司 指 金隅集团下属的赞皇水泥等 14 家公司 

标的资产 指 金隅集团所持有的赞皇水泥等 14 家公司的股权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 指 冀东水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 

合资公司 指 

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

中组建，冀东水泥持有合资公司 52.91%股权并对合资公司

控股，金隅集团持有合资公司 47.09%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金隅集团以 7 家标的公司股权出资，冀东水泥以临澧冀东水

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及部分现金出资，双方共同向

合资公司增资；同时冀东水泥以现金收购金隅集团所持另外

7 家标的公司股权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出

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 

指 

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公司等 10 家公

司股权出资，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冀东水泥滦县有限责任公

司等 20 家公司的股权及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

公司等 2 家分公司的资产出资，双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该

重组已于 2018 年 7 月底实施完毕。 

本核查意见 指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唐山冀东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

资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冀东集团 指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赞皇水泥 指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琉水环保 指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曾用名：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 

振兴环保 指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曾用名：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涿鹿水泥 指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张家口水泥 指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咏宁水泥 指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华信建材 指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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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水泥 指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陵川水泥 指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和益水泥 指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涉县水泥 指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沁阳水泥 指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岚县水泥 指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宣化水泥 指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2018 年 7 月 31 日 

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过户到合资公司或冀东水泥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之日 

过渡期 指 自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之期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国资委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指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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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核查意见中，任何表格若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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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为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金隅集团所持有的如下 14 家标的公司的股权： 

序号 标的公司名称 金隅集团持股比例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00%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8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9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10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11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12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13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14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以增资合资公司和上市公司现金收购两种方式注入冀

东水泥。 

在增资合资公司交易中，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出资，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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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及 248,174.97 万元现金出资，双方共同向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

司增资。其中，金隅集团出资资产具体如下： 

序号 金隅集团出资资产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股权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00%股权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股权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具体如下： 

序号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99.28%股权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3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100.00%股权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90.00%股权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6 248,174.97 万元现金 

本次增资系金隅集团、冀东水泥依照对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本

次增资前后双方对合资公司持股比例不发生改变，冀东水泥仍持有合资公司

52.91%股权并对合资公司控股，金隅集团仍持有合资公司 47.09%股权。 

在上市公司现金收购交易中，冀东水泥以 153,686.79 万元现金向金隅集团

购买其所持如下 7 家公司股权：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隅集团持股比例 

1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3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4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5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6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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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四）本次交易所涉资产评估作价情况 

1、标的资产评估 

天健兴业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最终选用资

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合资公司增资事项《资产评估

报告》（天兴评报字[2018]第 1191 号）及冀东水泥现金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事项《资

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8]第 1221 号、第 1222 号、第 1223 号、第 1224

号、第 1225 号、第 1227 号、第 1228 号），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考虑金隅

集团对于各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标的资产净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433,101.18 万

元，评估值为 587,542.69 万元，对应评估增值率为 35.66%。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金隅集团出资的

标的资产 

净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赞皇水泥

100.00%股权 
83,494.91 112,453.13 28,958.22 34.68% 

2 
琉水环保

100.00%股权 
71,445.32 98,402.76 26,957.44 37.73% 

3 
振兴环保

62.09%股权 
43,084.58 59,323.54 16,238.96 37.69% 

4 
涿鹿水泥

100.00%股权 
44,187.21 56,725.35 12,538.14 28.38% 

5 
张家口水泥

100.00%股权 
38,319.07 45,911.74 7,592.67 19.81% 

6 
咏宁水泥

60.00%股权 
29,162.17 34,792.55 5,630.38 19.31% 

7 
华信建材

100.00%股权 
16,345.03 26,246.83 9,901.80 60.58% 

8 
左权水泥

100.00%股权 
42,367.72 47,728.14 5,360.42 12.65% 

9 
陵川水泥

100.00%股权 
30,303.49 34,610.21 4,306.72 14.21% 

10 
和益水泥

75.00%股权 
22,453.55 32,829.46 10,375.91 46.21% 

11 
涉县水泥

91.00%股权 
9,476.32 21,244.01 11,767.69 124.18% 

12 
沁阳水泥

86.60%股权 
7,433.21 9,925.25 2,492.04 33.53% 

13 岚县水泥 4,788.71 7,349.72 2,561.01 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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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金隅集团出资的

标的资产 

净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80.00%股权 

14 
宣化水泥

65.00%股权 
-9,760.11 - 9,760.11 - 

合计 433,101.18 587,542.69 154,441.51 35.66% 

注：（1）净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均已相应考虑金隅集团对于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2）

金隅集团出资的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数据。（3）宣化水泥

净资产账面价值及评估值均小于 0，冀东水泥购买其股权作价为零，故评估值取零，并以此

计算评估增值。 

以上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2、冀东水泥出资的股权资产评估 

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的股权及24.82亿元

现金向合资公司出资。对于冀东水泥向合资公司出资的股权资产，天健兴业分别

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合资公司增资事项《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8]第

1193 号），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考虑冀东水泥对于各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冀东水泥出资的股权资产净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87,585.64 万元，评估值为

239,313.35 万元，对应评估增值率为 27.58%。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 

净资产账面

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99.282%股权 
41,748.67 56,854.72 13,552.51 31.30%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股权 
43,302.21 51,371.08 9,622.41 23.05% 

3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股权 
36,281.46 47,194.36 10,912.91 30.08%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

公司 90.00%股权 
33,310.79 46,262.16 12,951.37 38.88%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

司 100.00%股权 
32,942.51 37,631.03 4,688.52 14.23% 

合计 187,585.64 239,313.35 51,727.71 27.58% 

注：（1）净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均已相应考虑冀东水泥对于拟出资股权的持股比例；（2）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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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3、本次交易所涉资产作价 

本次交易中，交易双方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及上市公司现金收购的标

的资产均以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 

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金隅集团拟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赞皇水泥等 7 家公

司的股权评估值合计 433,855.90 万元，出资作价 433,855.90 万元；冀东水泥拟

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评估值合计

239,313.35 万元，出资作价 239,313.35 万元。除股权资产外，冀东水泥对合资

公司另有 248,174.97 万元现金出资，冀东水泥出资资产作价合计 487,488.32 万

元。 

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冀东水泥拟现金收购的左权水泥等 7 家公司股权评估

值合计 153,686.79 万元，交易作价 153,686.79 万元。 

4、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亿元，上市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52.91%股权，金隅集团持有合资公司 47.09%股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合计作价为 487,488.32 万元的子公司股权及现金

向合资公司增资，金隅集团以合计作价为 433,855.90 万元的子公司股权向合资

公司增资，双方出资资产作价比例与增资前双方对合资公司持股比例一致。双方

同意，合资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10.00 亿元，双方按原持股比例认缴注册资本

金，资本溢价部分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40.00 亿元，上市公司、金隅集

团对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五）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内，交易双方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对应的损益由合资公司享有

和承担；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对应的损益由冀东水泥享有和承担。 



10 

（六）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标的公司所拥有的、采用了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进行评估的资产为 14

处矿业权（以下简称“标的矿业权”）。交易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就标的

矿业权业绩补偿事宜于 2019 年 1 月 9 日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标的矿业权业绩补偿期间为本次重组完成后 3 年（含本次重组完成当年），

即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标的矿业权于 2019 年度、2020 年度

和 2021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为 6,492.08 万元、6,918.84 万元和 6,946.20

万元。 

上市公司应在业绩补偿期间内每年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审计机构”）对标的矿业权的实际盈利情

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业绩补偿期间内，标的矿业权各期实现的净利润以专项审

核意见为准。如果标的矿业权在业绩补偿期间截至每个会计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数未能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金隅集团应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履

行矿业权业绩补偿义务，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各期补偿金额计算公

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矿业权累计承诺净利润-

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矿业权累计实际净利润）÷业绩补偿期间内标的

矿业权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矿业权交易作价－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

的矿业权累计已补偿金额。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补偿金额小于 0 的，按 0 计算，即已补偿金额不冲

回。 

在业绩补偿期间届满时，由审计机构对标的矿业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

值测试报告》。如标的矿业权的期末减值额大于累计已补偿金额，则金隅集团另

行向公司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 

另需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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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隅集团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 

二、本次交易的性质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之日，冀东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30.00%股份，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金隅集团为冀东集团控股股东，并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此外

金隅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7.00%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经审计的冀东水泥 2017 年度财务报表、14 家标的公司 2017 年度模拟

合并报表及标的资产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标的资产模拟合并值 冀东水泥 占比 
是否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资产总额 104.40 410.34 25.44% 否 

营业收入 50.94 152.90 33.32% 否 

资产净额 58.75 100.78 58.30% 是 

注：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表中的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为本次交易

中标的资产作价金额和经审计的标的公司 2017 年度模拟合并报表总资产、净资产金额的孰

高值。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标的公司的资产净额（交易作价与净资产金额的孰高值）

已超过冀东水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 50%，且

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上市公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构成重组上市，已按照《重组办

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已履行完毕全部应履行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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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审批、核准程序。截至 2018 年 7 月末，公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完成。 

本次交易立足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成果而展开，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已按照

《重组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故不再纳入本次交易累计

计算的范围，本次交易亦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属于《重组办法》

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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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2、金隅集团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1 月 9 日，金隅集团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3、其他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振兴环保、和益水泥、咏宁水泥、涉县水泥、宣化水

泥、沁阳水泥、岚县水泥共 7 家公司涉及少数股东股权；冀东水泥注入合资公司

的子公司中，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共 2 家公司涉

及少数股东股权。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以上各公司少数股东对本次

交易中拟发生权属变更的股权（含交易双方拟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和冀东水泥

拟现金收购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双方已取得所有应取得的少数股东放弃优先购

买权声明： 

（1）金隅集团已取得振兴环保、和益水泥、咏宁水泥、涉县水泥 4 家公司

少数股东分别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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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化水泥、沁阳水泥、岚县水泥 3 家公司的章程中明确约定：在金隅

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进行资产重组过程中发生涉及对所持公司股权在金隅集团及

其关联公司之间转让变化时，合资方同意该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基于此

项约定，金隅集团已将冀东水泥拟现金收购其所持上述 3 家公司股权事项分别书

面告知 3 家公司少数股东，并已取得各少数股东书面收悉确认。 

（3）上市公司已取得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2 家公司少数股东分别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二）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或授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交易双方拟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以及拟由

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资产评估结果均已获得北京市国资委核准（核准文号：

京国资产权[2018]198 号、京国资产权[2018]201 号、京国资产权[2018]203 号、

京国资产权[2018]204 号、京国资产权[2018]205 号、京国资产权[2018]206 号、

京国资产权[2018]207 号、京国资产权[2018]208 号、京国资产权[2018]210 号）。 

二、资产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金隅集团所持有的赞皇

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14 家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过户至合资公司或上市公司，并

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北京产权交易所非公开协议转让鉴证程序。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1、增资合资公司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表 

序号 标的公司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15 

序号 标的公司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00%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上市公司现金收购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表 

序号 标的公司 冀东水泥持股比例 

1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3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4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5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6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7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二）上市公司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

产，即上市公司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过户

至合资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北京产权交易所非公开协议转让鉴证程

序。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99.28%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3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90.00%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100.00% 

（三）验资情况 

2019 年 3 月 25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19BJSA0355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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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已收到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股

权。 

（四）相关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均为子公司股权，上市公司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资产为子

公司股权或现金，本次交易所涉相关股权资产的债权债务由各资产对应的主体独

立享有和承担，本次交易相关资产的交割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五）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六）过渡期间损益处理 

根据交易双方为本次交易而签署的《增资协议》、《资产收购协议》，过渡期

内，交易双方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对应的损益由合资公司享有和承担；冀

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对应的损益由冀东水泥享有和承担。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交易双方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于过渡期内实现的损益均已随相关股权

过户至合资公司而由合资公司所享有和承担；上市公司现金收购的股权于过渡期

内实现的损益均已随相关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而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合

资公司和冀东水泥已合法取得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本次交易不涉及资产债权债务

转移，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过渡期内，交易双方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

股权对应的损益已由合资公司享有和承担，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对应的损益

已由冀东水泥享有和承担，符合《增资协议》及《资产收购协议》之约定。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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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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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

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期间，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离职/任职 离职/任职原因 离职/任职日期 

刘臣 副总经理 离职 工作调整 2019 年 3 月 22 日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调整发生变更，该等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相关

工作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期间，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变更。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因工作调整发生变更，该等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和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标的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

情况。 

五、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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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2019 年 1 月 9 日，金隅集团与冀东水泥签署了《关于合资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的协议》（简称“《增资协议》”）、《资产收购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关

于终止<股权托管协议>之协议》。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交易相关方已经或

正在履行上述协议，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方就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做出了相

关承诺，承诺主要内容已在《唐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各承诺相关方均

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上市公司依照《增资协议》的约定，自《增资协议》生效之日（《增资协

议》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即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之日起生效）起的 6

个月内，将 24.82 亿元现金出资汇入合资公司的银行账户。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部分尚未届满的协议及承诺。 

3、公司需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的后续

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

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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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合资公司和冀东水泥已合法

取得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本次交易不涉及资产债权债务转移，不涉及证券发行登

记等事宜；过渡期内，交易双方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对应的损益已由合资

公司享有和承担，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对应的损益已由冀东水泥享有和承

担，符合《增资协议》及《资产收购协议》之约定； 

3、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

性差异的情况；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调整发生

变更，该等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5、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交易相关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不存在违

反协议约定的情形；各承诺相关方均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

的情形；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

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罗  浩  梁咏梅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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