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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8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2019-091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太实业”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书

面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达与会人员，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监事会主席杨秀林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 5 名，监

事韩长纯、程少民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委托杨秀林先生代为行

使表决权。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定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逐项审议并举手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承诺期的议

案》 

经兰太实业与交易对方平等友好协商，拟对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承诺及承诺期调整如下： 

（一）交易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

施完毕后四年（含实施完毕当年）； 

（二）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兰泰集

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中盐吉兰泰氯碱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氯碱化工”）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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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

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33,292.58 万元、27,437.87 万元、

26,875.23 万元、25,471.03 万元。如氯碱化工在业绩承诺期间任

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兰太实业进行补偿。

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氯碱化工 2020 年度、2021 年

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27,437.87

万元、26,875.23 万元、25,471.03 万元和 25,471.03 万元； 

（三）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中

盐吉兰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分子公司”）2019 年

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

字[2018]第 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

即 807.91 万元、1,102.41 万元、1,088.92 万元、1,104.81 万元。

如高分子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吉

兰泰集团应对兰太实业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年完成交割，

则高分子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

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

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1,102.41 万元、1,088.92 万元、1,104.81

万元和 1,104.81 万元；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吉兰泰集团承诺，

如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动，吉兰泰集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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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实现的归属于兰太实业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金额不低于业绩承诺期内高

分子公司业绩承诺金额； 

（四）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中

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纯碱厂（以下简称“纯碱厂”）2019 年

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

字[2018]第 2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

即 1,867.42 万元、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2,091.93 万

元。如纯碱厂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吉

兰泰集团应对兰太实业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年完成交割，

则纯碱厂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评

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

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2,091.93

万元和 2,091.93 万元； 

（五）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中

盐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昆山”）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8,322.12 万元、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如中盐昆山在业

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兰太

实业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中盐昆山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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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

报字[2018]第 2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

即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和 7,624.18 万

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监管

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

中业绩承诺及承诺期的调整不构成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制作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签署系列<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盐吉

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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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期延长一年，内蒙古兰太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就各交易标的与交易对方签订系列《内蒙古兰太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法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

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

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回复>的议案》 

2019年 11 月 6日，兰太实业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

委”）2019 年第 58次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审核结果为有条件通过。

并购重组委对本次重组的审核意见为：“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保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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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的制度安排和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会同独立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

机构，对并购重组委就本次重组提出的审核意见认真进行了核查分析

和落实，出具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回

复》。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并购重

组委审核意见的回复》。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1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