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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具有从事中国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依据与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施股份”、“上

市公司”、“公司”）签订的《非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8 年修

订）等现行公布并生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

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

于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 

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收到了《关于对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2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本所根据问询函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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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使用，如《法律意见书》中的法律意见内容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的法律意见

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声明事项适用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

上，现出具专项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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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草案显示，2019 年 3 月 8 日，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科坚”）与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泽创投”）签

署协议，西藏科坚向嘉泽创投转让沃晋能源 15%股权、相应债权及借款义务。

公开资料显示，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山西汇

景向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控股”）借款 10 亿元；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司向济川控股借款 2.55 亿元。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曹龙祥。西藏科坚、嘉泽创投不可撤销地承诺在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期间放弃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包括因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的表决权。 

（1）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原因，

是否有收购安排及计划，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如有，请详细说明。 

（2）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上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的持股变动

情况，并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本次交易

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3）请补充披露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企业，西藏科坚向嘉泽创投转让

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 

（4）请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在股份锁定期结束后的转让计划，交易完

成后如何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原

因，是否有收购安排及计划，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如有，请详细说明。 

1．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公司、西藏科坚和嘉泽创投作为沃晋能源的现股东同意

于本次交易实施前按照 51:34:15 的比例以其持有的因收购中海沃邦 27.2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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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对沃晋能源全部债权向沃晋能源增资，增资金额全部计入沃晋能源的资

本公积。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合计所持沃晋能源增资后

41%的股权。 

（1）优先收购沃晋能源少数股权是上市公司进一步收购中海沃邦股权的战

略安排 

在前次重组过程中，上市公司与中海沃邦的股东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

天晟达成了进一步收购其所持中海沃邦 16.5%股权的收购意向，同时明确山西汇

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出售相应中海沃邦股权给上市公司的支付对价为现金。 

上市公司综合考虑了其融资能力和可融资规模，决定先行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收购沃晋能源少数股权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在中海沃邦的权益比例，夯实上市公

司的资产规模，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后续在合适的时机与山西汇景、山

西瑞隆、博睿天晟协商谈判进一步收购其所持中海沃邦 16.5%股权。 

（2）本次交易可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有效保障股东利益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中海沃邦 2017 年及 2018 年度的《审计报告》、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海沃邦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海沃邦具

备较强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前，公司以及通过沃晋能源、耐曲尔控制中海沃邦 50.50%的股权，

享有中海沃邦的权益比例为 37.17%；本次交易后，公司以及通过沃晋能源、耐

曲尔仍控制中海沃邦 50.50%的股权，享有中海沃邦的权益比例为 48.32%。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进一步提高在中海沃邦享有的权益比例，上市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均有增加，上

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持续经

营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实现上市公

司、股东、债权人、企业职工等利益相关方共赢的局面。 

（3）降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2018 年 1 月 8 日，沃晋能源与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签署了《关

于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沃晋能源受让山西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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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合计持有的中海沃邦 27.2%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122,400

万元，分四期支付。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沃晋能源已向山西汇景、

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沃晋能源及其股东说明、沃晋能源与其股东签署的《借款合同》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沃晋能源向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

款中 5,000 万元来源于沃晋能源的注册资本金，剩余部分系沃晋能源股东依照各

自出资比例出借给沃晋能源。 

2019 年 4 月 24 日，沃施股份、西藏科坚及嘉泽创投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协议约定沃施股份、西藏科坚及嘉泽创投同意于本次交易实施前按

照 51:34:15 的比例以其持有的因收购中海沃邦 27.20%股权而形成的对沃晋能源

全部债权向沃晋能源增资，增资金额全部记入沃晋能源的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沃晋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1 沃施股份 2,550 2,550 51.00 

2 西藏科坚 1,700 1,700 34.00 

3 嘉泽创投 750 750 15.00 

合计 5,000 5,000 100.00 

根据《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变化情况具体如

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变化率 

流动资产 75,845.05 75,845.05 0.00% 

非流动资产 569,695.33 579,058.09 1.64% 

资产合计 645,540.38 654,903.14 1.45% 

流动负债 204,755.52 194,345.07 -5.08% 

非流动负债 102,404.16 56,511.69 -44.82% 

负债合计 307,159.67 250,856.75 -18.33% 

上市公司于沃晋能源增资完成后发行股份购买沃晋能源 41%股权，不涉及新

增负债，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的同时，充实了公司的资本实力，降低了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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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负债率，使得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增强。 

2．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原因，是否有收购安排及计划，是否存在

特殊的利益安排 

（1）本次交易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系为保障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为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为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

对方所获上市公司合计股数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数量保持一定的

差距，并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构成不利影响的前

提下，交易各方进行了协商，经过测算最终确定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合计所持沃晋能源增资后 41%的股权。 

为切实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构成不利影响，

交易对方出具了不可撤销的承诺，承诺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放弃其在本次交易

中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包括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

的表决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系交易各方协商、意思自治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其

他的特殊利益安排和协议。 

（2）不排除进一步取得沃晋能源的剩余股权 

随着上市公司对中海沃邦的整合不断完善，以及天然气领域管理经验、人才

的积累，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排除进一步收购西藏科坚持有的沃晋能源剩余

股权。 

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60 个月内不谋求

沃施股份实际控制权的公开承诺，同时在前次重组过程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亦

出具了关于维持控制权稳定的承诺。该等承诺合法有效。若后续上市公司进一步

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各方也需要在严格履行承诺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交易

方案。 

经核查，交易各方尚未对西藏科坚持有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交易安排进行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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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上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的持股变

动情况，并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

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本次交

易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1．本次交易前后，上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

晟、於彩君、桑康乔、许吉亭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持股比例有所下降，

具体如下： 

股东

类别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原股

东 

海德投资 15,120,000 14.83% 15,120,000 12.27% 

吴海林 5,791,500 5.68% 5,791,500 4.70% 

吴海江 1,229,935 1.21% 1,229,935 1.00% 

吴君亮 5,265,000 5.16% 5,265,000 4.27% 

吴汝德 740,250 0.73% 740,250 0.60% 

吴君美 614,250 0.60% 614,250 0.50% 

实际控制人合计 28,760,935 28.21% 28,760,935 23.34% 

山西汇景 13,962,931 13.69% 13,962,931 11.33% 

山西瑞隆 4,506,554 4.42% 4,506,554 3.66% 

博睿天晟 4,728,188 4.64% 4,728,188 3.84% 

中海沃邦原股东

小计 
23,197,673 22.75% 23,197,673 18.83% 

於彩君 8,633,720 8.47% 8,633,720 7.01% 

桑康乔 6,627,906 6.50% 6,627,906 5.38% 

许吉亭 2,005,813 1.97% 2,005,813 1.63% 

耐曲尔有限合伙

人小计 
17,267,439 16.93% 17,267,439 14.01% 

其他股东 32,739,065 32.11% 32,739,065 26.57% 

新增

股东 

西藏科坚 0 0.00% 13,478,689 10.94% 

嘉泽创投 0 0.00% 7,776,167 6.31% 

新增股东合计 0 0.00% 21,254,856 17.25% 

合计 101,965,112 100.00% 123,219,968 100.00% 

2．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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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本次交易是否存在

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1）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任何特殊利益安排 

根据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

易对手方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及其实际控制

人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於彩君、桑

康乔、许吉亭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任何特殊利益安排。 

（2）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101,965,112 股增加至 123,219,968 股，实

际控制人吴海林、吴海江、吴君亮、吴汝德和吴君美的持股比例由 28.21%变更

为 23.34%；海德投资的持股比例由 14.83%变更为 12.27%，仍系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本次交易完成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7.25%，

低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合计持股比例且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不谋求上

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此外，根据西藏科坚、嘉泽创投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对沃晋能源的投

资侧重于财务投资，主要目的为寻求资本增值，对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不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已出具不可撤销的承诺，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放弃其

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包括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加的股份）的表决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

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

制权稳定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三）请补充披露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企业，西藏科坚向嘉泽创投转

让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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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有发生

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规定，如果发行人最近 3

年内持有、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最高的人发生变化，且变化前后的股东

不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视为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测算，以沃晋能源增资后 41%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

股份可获 21,254,856 股，占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7.25%，大

于海德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 12.27%，虽然西藏科坚、嘉泽创投不可撤销的

承诺放弃其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包括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的表决权，但为保持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不发生变化，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西藏科坚向同一控制人下的嘉泽创投转让沃

晋能源 15%股权及相应债权 14,048.72 万元，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西藏科坚、

嘉泽创投合计持有的沃晋能源股权，并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

单一持股比例均小于海德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海德投资仍系公司的第一大

股东。 

（四）请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在股份锁定期结束后的转让计划，交易

完成后如何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为保障沃施股份控制权的稳定性，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曹龙祥进一步作出

公开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公司/本人仍认可并尊重吴海林、吴海江、

吴君亮、吴汝德、吴君美家族五人的沃施股份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对吴海林、吴

海江、吴君亮、吴汝德、吴君美家族五人在沃施股份经营发展中的实际控制地位

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本公司/本人不谋求沃施股份实际控制权。 

2．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包括因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将在符合财务投资预期收益

的基础上依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3．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包括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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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在限售期满后不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方式将所持公司股份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於彩君、

桑康乔、许吉亭及/或其一致行动人的任何一方。 

2018 年 12 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中海沃邦股权以控股中海沃邦。前次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於彩君、桑康乔、许

吉亭已出具了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公司/本人仍认可并尊重吴海林、吴海江、吴

君亮、吴汝德、吴君美家族五人的沃施股份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对吴海林、吴海

江、吴君亮、吴汝德、吴君美家族五人在沃施股份经营发展中的实际控制地位提

出任何形式的异议，本公司/本人不谋求沃施股份实际控制权。 

本所律师认为，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曹龙祥等主体已对锁定期满后的减持

计划出具了切实可行的承诺，承诺合法、有效，若各主体严格履行承诺，不会对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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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专项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  强                        经办律师：     姚  毅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鄯  颖 

 

                                                   _______________  

 

   

                                                常睿豪 

 

                                                   _______________  

 

 


	问题一：草案显示，2019年3月8日，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科坚”）与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泽创投”）签署协议，西藏科坚向嘉泽创投转让沃晋能源15%股权、相应债权及借款义务。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10月30日，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山西汇景向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控股”）借款10亿元；2018年9月14日，公司向济川控股借款2.55亿元。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曹龙祥。西藏科坚、嘉泽创投不可撤销地承诺在持有上市公司股...
	（1）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原因，是否有收购安排及计划，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如有，请详细说明。
	（2）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上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的持股变动情况，并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3）请补充披露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企业，西藏科坚向嘉泽创投转让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
	（4）请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在股份锁定期结束后的转让计划，交易完成后如何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原因，是否有收购安排及计划，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如有，请详细说明。
	1．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公司、西藏科坚和嘉泽创投作为沃晋能源的现股东同意于本次交易实施前按照51:34:15的比例以其持有的因收购中海沃邦27.20%股权而形成的对沃晋能源全部债权向沃晋能源增资，增资金额全部计入沃晋能源的资本公积。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合计所持沃晋能源增资后41%的股权。
	（1）优先收购沃晋能源少数股权是上市公司进一步收购中海沃邦股权的战略安排
	在前次重组过程中，上市公司与中海沃邦的股东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达成了进一步收购其所持中海沃邦16.5%股权的收购意向，同时明确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出售相应中海沃邦股权给上市公司的支付对价为现金。
	上市公司综合考虑了其融资能力和可融资规模，决定先行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沃晋能源少数股权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在中海沃邦的权益比例，夯实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后续在合适的时机与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协商谈判进一步收购其所持中海沃邦16.5%股权。
	（2）本次交易可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有效保障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进一步提高在中海沃邦享有的权益比例，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均有增加，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企业职工等利益相关方共赢的局面。
	（3）降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2018年1月8日，沃晋能源与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签署了《关于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沃晋能源受让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合计持有的中海沃邦27.2%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22,400万元，分四期支付。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沃晋能源已向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沃晋能源及其股东说明、沃晋能源与其股东签署的《借款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沃晋能源向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中5,000万元来源于沃晋能源的注册资本金，剩余部分系沃晋能源股东依照各自出资比例出借给沃晋能源。
	2019年4月24日，沃施股份、西藏科坚及嘉泽创投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约定沃施股份、西藏科坚及嘉泽创投同意于本次交易实施前按照51:34:15的比例以其持有的因收购中海沃邦27.20%股权而形成的对沃晋能源全部债权向沃晋能源增资，增资金额全部记入沃晋能源的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沃晋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上市公司于沃晋能源增资完成后发行股份购买沃晋能源41%股权，不涉及新增负债，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的同时，充实了公司的资本实力，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使得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增强。
	2．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原因，是否有收购安排及计划，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
	（1）本次交易没有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系为保障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为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为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所获上市公司合计股数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数量保持一定的差距，并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交易各方进行了协商，经过测算最终确定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合计所持沃晋能源增资后41%的股权。
	为切实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构成不利影响，交易对方出具了不可撤销的承诺，承诺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放弃其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包括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的表决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系交易各方协商、意思自治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特殊利益安排和协议。
	（2）不排除进一步取得沃晋能源的剩余股权
	随着上市公司对中海沃邦的整合不断完善，以及天然气领域管理经验、人才的积累，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排除进一步收购西藏科坚持有的沃晋能源剩余股权。
	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60个月内不谋求沃施股份实际控制权的公开承诺，同时在前次重组过程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出具了关于维持控制权稳定的承诺。该等承诺合法有效。若后续上市公司进一步收购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各方也需要在严格履行承诺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交易方案。
	经核查，交易各方尚未对西藏科坚持有沃晋能源剩余股权的交易安排进行约定。
	（二）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上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的持股变动情况，并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1．本次交易前后，上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2．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安排，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1）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任何特殊利益安排
	根据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西藏科坚、嘉泽创投、济川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山西汇景、山西瑞隆、博睿天晟、於彩君、桑康乔、许吉亭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任何特殊利益安排。
	（2）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01,965,112股增加至123,219,968股，实际控制人吴海林、吴海江、吴君亮、吴汝德和吴君美的持股比例由28.21%变更为23.34%；海德投资的持股比例由14.83%变更为12.27%，仍系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7.25%，低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合计持股比例且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60个月内不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此外，根据西藏科坚、嘉泽创投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对沃晋能源的投资侧重于财务投资，主要目的为寻求资本增值，对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已出具不可撤销的承诺，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放弃其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包括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的表决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三）请补充披露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企业，西藏科坚向嘉泽创投转让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测算，以沃晋能源增资后41%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可获21,254,856股，占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7.25%，大于海德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12.27%，虽然西藏科坚、嘉泽创投不可撤销的承诺放弃其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包括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的表决权，但为保持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发生变化，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西藏科坚向同一控制人下的嘉泽创投转让沃晋能源15%股权及相应债权14,048.72万元，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四）请说明西藏科坚、嘉泽创投在股份锁定期结束后的转让计划，交易完成后如何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