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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说明 
 

瑞华专函字[2018]41020002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设研院”）于

2018 年 9 月 7 日收到贵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河南省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3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接到问询函后，我们对要求会计师核查的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现将落实情况回复说明如下： 

 

事项一 

3、预案显示，标的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较 2016 年分别下降 12.83%、43.55%，请说明： 

（1）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 

（2）标的公司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以及形成原因，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的稳定性，非经常性损益是否具备持续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 

（一）随着大型总承包项目的完工，工程总承包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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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按

服务类别列示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工程总承包 8,608.07 45.39 23,778.12 57.05 34,085.13 71.05 

工程咨询 8,888.95 46.87 14,701.99 35.27 12,943.78 26.98 

运营业务 1,467.55 7.74 3,199.87 7.68 943.40 1.97 

合计 18,964.58 100 41,679.98 100 47,972.30 100 

主营业务收入的下降主要为工程总承包收入的下降。报告期内，工程总承包

收入主要来自于乌兰项目、盐湖项目、鹤壁项目、李阳项目等，上述项目总体数

量较少，单体规模较大，单个项目的完工进度对收入影响较大。2017 年，随着

盐湖项目、乌兰项目逐渐步入后期或完工，当年实现的收入较 2016 年大幅下降，

其中盐湖项目收入较 2016 年减少 7,769 万元，乌兰项目较 2016 年减少 8,766 万

元；同时，标的公司大力开拓非煤炭行业的工程总承包业务，为打开新市场，建

立知名度，新承接并实施的光伏行业、民用建筑行业等项目规模较小、收入较低，

从而导致工程总承包收入及营业收入的下降。未来，随着煤炭行业的逐渐回暖，

以及标的公司对非煤炭行业市场的开拓，预计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收入将触底回

升，实现增长。 

此外，新的业绩增长点工程咨询业务、运营业务 2017 年增长幅度低于工程

总承包收入下降幅度，导致主营业务收入整体下降 12.83%。2017 年，标的公司

加大工程咨询业务的扩展力度，尤其是民用建筑等非煤炭行业市场，工程咨询收

入较 2016 年增长 13.58%；2016 年 10 月，李阳选煤厂运营项目开始正式运营，

因此 2017 年运营业务收入较 2016 年增长 239.19%，工程咨询收入及运营业务收

入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单体规模较大的工程总承包项目所造成的收入波动。 

（二）受工程总承包收入及毛利率下降的影响，标的公司毛利下降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各主营业务的毛利额、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收入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

率（%） 

收入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

率（%） 

收入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

率（%） 

工程总承包 8,608.07 960.20 11.15 23,778.12 3,519.13 14.80 34,085.13 7,403.69 21.72 

工程咨询 8,888.95 2,869.49 32.28 14,701.99 5,012.20 34.09 12,943.78 4,901.05 37.86 

运营业务 1,467.55 848.83 57.84 3,199.87 1,928.95 60.28 943.40 373.69 39.61 



 

 

合计 18,964.58 4,678.52 24.67 41,679.98 10,460.28 25.10 47,972.30 12,678.43 26.43 

如上表所示，2017 年，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毛利较 2016 年减少 3,884.57 万

元，工程咨询、运营业务毛利较 2016 年分别增长 111.15 万元、1,555.26 万元，

工程总承包毛利下降导致主营业务毛利较 2016 年减少 2,218.15 万元。 

2017 年，工程总承包毛利下降的主要原因系规模较大、毛利率较高的项目

逐渐步入后期或完工，同时，标的公司新承接并实施的光伏行业、民用建筑行业

项目规模较小、毛利率较低，导致工程总承包收入较 2016年减少 10,307.01万元，

工程总承包毛利率较 2016 年下降 6.92%，工程总承包毛利大幅下降。此外，工

程咨询、运营业务毛利增长幅度低于工程总承包毛利下降幅度，导致主营业务毛

利整体呈下降趋势。 

（三）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等具有一定刚性特征，较 2016 年变动较小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利润表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收

入比重

（%）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收

入比重

（%）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收

入比重

（%） 

销售费用 147.12 0.76 328.51 0.77 290.34 0.60 

管理费用 2,366.05 12.14 4,228.58 9.96 4,722.58 9.69 

财务费用 -3.15 -0.02 -37.79 -0.09 -141.64 -0.29 

期间费用小计 2,510.02 12.88 4,519.30 10.64 4,871.29 10.00 

资产减值损失 2,037.05 10.45 3,804.29 8.96 3,861.05 7.92 

如上表所示，在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标的公司为维护现有客户，加大市场

开拓力度，当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较 2016 年并未显著下降。此外，因煤炭行

业尚未完全回暖，客户回款受到影响，2017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对应计提的坏

账准备未有明显变化。 

标的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程总承包

收入和毛利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下降，而期间费用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变

动较小，从而导致 2017 年净利润大幅下降，下降幅度高于收入下降幅度。 

二、标的公司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以及形成原因，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的稳定性，非经常性损益是否具备持续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86 -19.16 -3.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97.00 30.00 0.3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但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有经营资

格的金融机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除外 

- 30.09 36.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781.44 73.73 139.14 

小计 868.58 114.67 172.47 

减：所得税影响数 90.18 17.78 28.81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78.40 96.89 143.6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0.14 -0.71 -0.03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78.54 97.60 143.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378.38 1,868.72 3,339.59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对参股

公司收取的利息费用、结算时无需支付的款项，以及对外转让债权所对应转回的

坏账准备。各期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分别为 143.66万元、96.89万元和 778.40万元，

主要为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中偶发性交易事项所致，不具备持续性，预计不会对标

的公司盈利能力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 

2016 年、2017 年，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金额较小。2018 年 1-6 月，

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中，对外转让债权所对应转回的坏账准备产生的当期

营业外收入金额为 783.62 万元，系标的公司将应收永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田煤矿账款中的 2,500 万元债权分别转让给标的公司三家供应商所致，即河南

林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宏程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宁大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17 年净利润较 2016 年大幅下降，但随着标的公司经

营情况的好转，预计 2018 年起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具备稳定性，

未来有望实现稳定增长。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2017 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工程总承包收

入下降所致；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系工程总承包毛利下降，且期间费用、资产减

值损失等变动较小，从而导致净利润下降幅度高于收入下降幅度所致。2018 年

起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具备稳定性。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对参股公司收取的利息费用、结算时无

需支付的款项，以及对外转让债权所对应转回的坏账准备，主要为标的公司经营

活动中偶发性交易事项所致，除 2018 年 1-6 月外，各年金额较小，不具备持续

性。  

 

事项二 

4、预案显示，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6 月毛利率分别为

27.36%、26.28%、26.38%，净利率分别为 7.15%、4.63%、5.94%。请对比公

司以及其他可比公司，说明标的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较低的原因。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对比公司以及其他可比公司，说明标的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较低的

原因 

（一）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设研院的对比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构成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中衡设计 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 26.15% 24.64% 30.93% 

天地科技 技术项目、工程项目等 32.05% 33.19% 33.73% 

中设集团 工程咨询 28.11% 31.58% 33.82% 

山鼎设计 设计 36.09% 43.04% 46.05% 

苏交科 工程咨询、工程承包 27.67% 29.00% 30.52% 

平均 - 30.01% 32.29% 35.01% 

设研院 勘察设计 46.47% 46.54% 44.25% 

中赟国际 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 24.67% 25.10% 26.43%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因主营业务中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比例不同

而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情况下，工程咨询毛利率较高，工程总承包毛利率偏低，

因此，不同的收入构成对综合毛利率影响较大，如工程总承包收入占比高，则综

合毛利率偏低，反之偏高。此外，相同业务类型下，不同公司主要客户所属下游

行业不同，毛利率也存在差异。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1.05%、

57.05%和 45.39%，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因此综合毛利率较低。 



 

 

1、工程总承包业务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设研院尚未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毛利率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中衡设计（工程总承包） 6.73% 5.70% 5.27% 

天地科技（工程项目）* - 19.39% 18.04% 

苏交科（工程总承包） 5.96% 15.95% 13.08% 

平均 6.35% 13.68% 12.13% 

中赟国际 11.15% 14.80% 21.72% 

注*：天地科技 2018 年半年报未按照服务类别列示毛利率。 

2016 年，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毛利率情况与天地科技工程项目毛利率较为

接近，高于中衡设计、苏交科，主要系业务领域差异所致。天地科技的业务领域

为煤炭行业，与标的公司主要下游行业相同，而中衡设计的业务领域为建筑行业，

苏交科的业务领域为交通行业，业务领域的区别导致工程总承包毛利率存在差异。 

2017 年，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毛利率为 14.80%，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

均水平基本一致。2017 年以来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毛利率下降，主要系规模较

大、毛利率较高的项目逐渐步入后期或完工，同时，标的公司为打开新市场，建

立知名度，新承接并实施的光伏行业、民用建筑行业等项目规模较小、毛利率较

低，导致标的公司工程总承包毛利率下降。 

2、工程咨询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工程咨询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设研院对比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中衡设计（工程咨询） 42.00% 40.68% 49.47% 

中设集团（咨询业务）* - 33.82% 34.01% 

山鼎设计 37.09% 43.04% 46.05% 

苏交科（工程咨询） 31.54% 31.73% 36.05% 

天地科技（技术项目）* - 30.83% 36.44% 

平均 36.88% 36.02% 40.40% 

设研院 46.47% 46.54% 44.25% 

中赟国际 32.28% 34.09% 37.86% 

注*：中设集团、天地科技 2018 年半年报未按照服务类别列示毛利率。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工程咨询毛利率分别为 37.86%、34.09%和 32.28%，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处于合理区间内，与中设集团、苏交科、天地科技基



 

 

本一致。中衡设计毛利率较高的原因为其市场定位为高端项目，如大型公共建筑、

外资现代化厂房、高档住宅公寓等，该类项目技术难度大，毛利率较高；山鼎设

计毛利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为其侧重于建筑设计业务，高毛利率的住宅设计收入占

比较大。设研院毛利率较高的原因为其大型项目收入占比较高，大型项目通常收

费标准较高，且具有规模效应，因此毛利率较高。 

（二）净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47,972.30 万元、41,679.98 万元和

18,964.58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3,490.60 万元、2,025.77 万元和 1,058.60 万元，主

营业务净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设研院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中衡设计 11.88% 11.26% 13.87% 

天地科技 8.47% 7.86% 8.03% 

中设集团 10.08% 10.89% 10.74% 

山鼎设计 9.02% 13.77% 12.75% 

苏交科 6.53% 7.81% 9.91% 

平均 9.20% 10.32% 11.06% 

设研院 26.59% 24.87% 22.21% 

中赟国际 5.58% 4.86% 7.28% 

报告期内，设研院主营业务净利率分别为 22.21%、24.87%和 26.59%，高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原因系设研院的主营业务中主要为工程咨询

收入且大型项目收入占比较高，毛利率较高；同时，2016 年、2017 年设研院的

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好，资产减值准备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平均水平。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净利率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与主要下游行业同为煤炭行业的天地科技较为接近。标的公司净利率较低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其收入规模较小，且毛利率较低的工程总承包收入占比较高，导致

标的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较低，另一方面主要为下游煤炭行业客户回款较慢，因

此资产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大，报告期各期占比分别为 7.92%、8.96%

和 10.45%，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毛利率较低的原因主要系其工程总

承包业务占比较高所致，符合其自身业务结构特征及行业特点；标的公司净利率



 

 

较低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其收入规模较小，且毛利率较低的工程总承包收入占比

较高，毛利率和净利率较低，另一方面，受下游煤炭行业影响，资产减值损失金

额占营业收入比重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也进一步降低了标的公司的净利率水平。 

 

事项三 

5、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员工数量和年龄结构、员工年度薪酬总额、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缴纳情况、补充养老金缴纳情况、员工退休工资的支付安排等，

并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会给公司增加的员工薪酬成本总规模，是否存在

需补充缴纳社保等相关风险，如有，请说明解决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

师、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员工数量和年龄结构、员工年度薪酬总额、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缴纳情况、补充养老金缴纳情况、员工退休工资的支付安排等 

公司已在修订后的重组预案“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五、标的公司员

工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五、标的公司员工情况 

（一）标的公司员工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员工数量及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18-06-30 2017-12-31 2016-12-31 

员工人数* 573 569 616 

注*：员工人数为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员工总人数，下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员工的年龄分布情况如下： 

类别 分类 人数 比例（%） 

年龄分布 

30 岁以下 100 17.45 

31-40 岁 258 45.03 

41 岁以上 215 37.52 

合计 573 100 

（二）标的公司员工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员工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职工薪酬和离职后福利，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短期薪酬 5,319.34 8,931.21 7,840.13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335.38 757.23 714.96 

合计 5,654.72 9,688.44 8,555.09 

对于改制时已经离退休和提前退休的人员，标的公司按照经批准的改制方

案支付经费。除此之外，标的公司离退休员工统一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标

的公司不向其支付离退休工资。 

（三）标的公司员工社会保障情况 

标的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社

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人数，

以及与在职员工人数差异情况具体如下： 

2018-06-30 

项目 期末缴纳人数 与在职员工人数差异 

基本养老保险 559 14 

工伤保险 559 14 

基本医疗保险 545 28 

生育保险 545 28 

失业保险 541 32 

住房公积金 509 64 

2017-12-31 

基本养老保险 574 5 

工伤保险 574 5 

基本医疗保险 559 10 

生育保险 559 10 

失业保险 567 2 

住房公积金 524 45 

2016-12-31 

基本养老保险 611 5 

工伤保险 611 5 

基本医疗保险 603 13 

生育保险 603 13 

失业保险 594 22 

住房公积金 561 55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为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人数与期

末员工总人数存在少量差异，主要原因包括：（1）退休返聘人员，依法无需缴



 

 

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新入职员工和期末离职人员，未能及时办理社

保缴存转入转出手续，于次月开始缴纳或停缴；（3）部分员工在异地或外单位

缴纳社保和公积金。除上述存在的差异情况外，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已为其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根据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

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根据郑

州市社会保险局中原分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为其员工缴纳失业

保险，参保状态为正常参保；根据河南省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

标的公司为其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正常缴纳费

用，无欠费情况。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应付但

未付的职工薪酬、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职工劳动保障费用，导致标的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受到财产损失或需承担债务的，交易对方中 59 名业绩补偿义

务人将以现金方式补足全部损失或者代其缴纳应缴纳的罚金、承担的赔偿责任

等，避免给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二、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会给公司增加的员工薪酬成本总规模，是

否存在需补充缴纳社保等相关风险，如有，请说明解决措施 

标的公司 2017 年计提员工薪酬 9,688.44 万元，2018 年 1-6 月计提员工薪酬

5,654.72 万元。假定标的公司 2018 年员工薪酬总额较 2017 年保持不变，则本次

交易完成后，预计每年将会给上市公司增加员工薪酬成本 9,688.44 万元。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员工花名册、社会

保险委托收款凭证（付款通知）、省直统筹企业养老保险征集计划、住房公积金

汇（补）缴书及出具的书面说明，除上述已说明的由于员工退休返聘、新入职员

工和期末离职人员，未能及时办理社保缴存转入转出手续或部分员工在异地或外

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原因导致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金缴纳人数与在职员工人数的差异情况外，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已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对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

（存）情况，相关主管部门也已出具了相关证明，具体如下： 



 

 

2018 年 7 月 4 日，河南省社会保障局征缴处出具《证明》，确认：“中赟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在我局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为其职工按时足额

缴费，截至目前无欠费”。 

2018 年 7 月 9 日，河南省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确认：“中赟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11 月至今，参加省直基本医疗保险，2009 年 1 月至今，

参加省直生育保险，正常缴纳费用，无欠费情况。截止 2018 年 6 月共有参保人

员 643 人，其中在职 447 人，退休 196 人。” 

2018 年 7 月 10 日，郑州市社会保险局中原分局出具《单位参保证明》，确

认中赟国际（单位编号：410199923789）自 2003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的失

业保险正常参保，参保人数（末月）为 444 人。 

2018 年 7 月 24 日，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向中赟国

际控股子公司河南天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证明》（郑人社监察诚证

[2018]7-23 号），确认：“经调查，该公司自 2016 年 1 月至今，经郑州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调查，在郑州市区域内未发现有拖欠劳动者工资违法案件的情况。” 

2018 年 8 月 2 日，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向中赟国

际出具《证明》（郑人社监察诚证[2018]8-4 号），确认：“经调查，该公司自 2016

年 1 月至今，经郑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调查，在郑州市区域内未发现有拖欠劳

动者工资违法案件的情形，未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2018 年 8 月 2 日，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向中赟国

际控股子公司郑州康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具《证明》（郑人社监察诚证[2018]8-5

号），确认：“经调查，该公司自 2016 年 1 月至今，经郑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调查，在郑州市区域内未发现有拖欠劳动者工资违法案件的情形，未因违反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应付但

未付的职工薪酬、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职工劳动保障费用，导致标的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受到财产损失或需承担债务的，交易对方中 59 名业绩补偿义务

人将以现金方式补足全部损失或者代其缴纳应缴纳的罚金、承担的赔偿责任等，

避免给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1）除上述已披露的由于员工退休返聘、新入职员工和

期末离职人员，未能及时办理社保缴存转入转出手续或部分员工在异地或外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原因导致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社会保险及住

房公积金缴纳人数与在职员工人数的差异情况外，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

告期内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郑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主管部门也出具了相应证明；（2）杨彬等 59 名

业绩承诺方已作出承诺，如因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存在应付但未付的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金费用、职工劳动保障费用，导致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受到财产损

失或需承担债务的，将以现金方式补足全部损失或者代其缴纳应缴纳的罚金、承

担的赔偿责任等。综上，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事项四 

6、请说明标的公司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历史遗留的员工安置问题，本次重

组后是否涉及员工安置以及相关的安置成本，并说明该问题对标的公司经营状

况的影响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标的公司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历史遗留的员工安置问题，本次

重组后是否涉及员工安置以及相关的安置成本，说明该问题对标的公司经营状

况的影响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标的公司改制过程中的员工安置情况 

标的公司前身煤炭工业郑州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煤院有限”），

系由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郑煤院”）改制

设立。 

2005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郑煤院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究院改制实施方案》。2005 年 12 月 16 日，河

南省人民政府向河南省建设厅下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

究院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豫政文[2005]191 号），同意郑煤院的改制方案。 

根据经批准的《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究院改制实施方案》及标的公司出具



 

 

的书面说明，员工安置费用在标的公司改制时作为改制成本已足额计提，郑煤院

改制时有在职员工 239 名，离退休员工 150 名，合计 389 名，对上述人员分别采

取如下安置方式： 

1、在职员工 

根据《改制方案》，在职员工全部与郑煤院解除劳动关系，国有事业单位的

身份不再存在，按政府有关规定以现金的形式支付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同时本

着自愿原则与郑煤院有限签订不少于三年的劳动合同，确立新的劳动关系，符合

持股条件的，以现金形式缴纳股本金。改制时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再进行身

份置换。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郑煤院改制过程中，39 名在职员工提

前退休、4 名在职员工调走，其余 196 名在职员工均转为郑煤院有限的员工，并

与郑煤院有限签订了劳动合同。河南省财政厅于 2008 年 10 月 9 日出具《关于对

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究院改制成本费用的批复》（豫财办建〔2008〕326 号）

批复，郑煤院在职人员身份置换 200 人，经济补偿金 854.52 万元。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员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支付名单、支付凭证及出具的

书面说明，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尚未支付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共计

28.39 万元，主要系 8 名改制后离职人员未能及时领取补偿金。标的公司对尚未

支付的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已足额计提。 

2、离退休和提前退休人员 

根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于 2005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对煤炭工业

部郑州设计研究院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豫劳社养老〔2005〕55 号），郑

煤院在 2001 年 11 月-2004 年 12 月期间，退休人员按企业政策增加的养老金由统

筹基金支付，与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增加退休费的差额部分由郑煤院自筹资金解决。

在此期间新办理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含改制时提前退休人员），符合退休条件

的，其待遇按企业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由统筹基金支付，与事业单位同类人员的

差额部分由郑煤院自筹资金解决。郑煤院改制前原退休人员（含改制时提前退休

人员），改制后其退休待遇按改制前单位性质重新核定，自按转制政策纳入企业

养老保险之月起，属于统筹内的项目，由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支付。 

根据《改制方案》，改制时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原离退休待遇标准不变，其

离、退休待遇调整纳入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离退休费调整范围；省直社会养老保



 

 

险机构按企业标准发放的离退休费用与事业单位标准之间的差额，以郑煤院净资

产变现后进行支付。提前退休人员仍按原事业标准核定养老金，提前一年以上退

休的，增加 1 个档次的职务工资作为计发退休费基数；自办理退休手续至法定退

休年龄期间应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费和领取的退休费，从郑煤院净资

产中扣除，由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批准同意后划拨给社保经办机构并由其负责发放；

提前退休的人员退休后，养老保险机构按企业标准支付的离退休费用与事业单位

标准之间的差额，以郑煤院净资产变现后进行支付；按有关文件规定，提前退休

人员自办理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每两年调整一次养老金及达到退休年

龄后每 2 年一次的养老金调整，从郑煤院净资产中扣除，按规定给予调整。 

河南省财政厅于 2008 年 10 月 9 日出具《关于对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究院

改制成本费用的批复》（豫财办建〔2008〕326 号）批复，郑煤院离退休费用 1,664.74

万元。提前退休 39 人，费用 821.76 万元。郑煤院改制成本费用由改制后的企业

从郑煤院净资产中支付，不足部分按现行财务政策解决。 

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标的公司已按照《改制方案》及河南省财政

厅的上述批复，从郑煤院改制净资产变现款项中足额计提了改制时离退休人员及

提前退休人员的相关费用，并每月按时向离退休人员及提前退休人员支付相关经

费及按企业标准的退休金与事业单位标准之间的差额部分款项。根据《审计报告》，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应付离退休人员经费的金额为

449.47 万元。 

综上，标的公司已按照《改制方案》及河南省财政厅的批复对改制时离退休

和提前退休人员经费进行计提，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增安置成本。 

2014 年 1 月 27 日，标的公司通过逐级上报请求河南省人民政府对郑煤院改

制涉及有关问题予以确认，其中请求确认郑煤院有限改制的程序和结果，真实有

效，合法合规，职工得到妥善安置，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2014 年 11 月 7 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关于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究院改制上市事项的批复》（豫

政文〔2014〕165 号）予以确认。 

同时，杨彬、肖顺才、曲振亭、牛其志、李明等 5 名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已

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如因标的公司改制存在的相关历史

遗留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有任何应付未付的税费、职工安置费用、身份置换经



 

 

济补偿金等而给标的公司造成损失或承担任何或有负债、法律责任等，其将向标

的公司进行全额补偿，并应于标的公司实际遭受相关损失或承担相关责任后的

10 日内向标的公司支付完毕全部的应补偿款项。 

（二）本次重组不涉及员工安置以及相关的安置成本 

 

 

 

 

 

 

根据上市公司与杨彬、肖顺才等 219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资产、业务、人员仍将保持独立，标的公

司与其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将继续有效，标的资产应按照该等合同的

约定继续履行相关权利义务，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

后，不存在上市公司承担人员安置等额外支出的情况或其他潜在因员工安置事项

导致对上市公司利益产生影响的情况。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1）标的公司已按照改制时经批准的《改制方案》进行

职工安置，并支付了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对于剩余未支付部分以及离退休人员、

提前退休人员的经费已按照《改制方案》及河南省财政厅的批复进行计提；（2）

河南省人民政府已确认标的公司改制上市过程履行程序合规，确认有效；（3）杨

彬等 5 名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已作出承诺，如因标的公司改制存在的相关历史

遗留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有任何应付未付的税费、职工安置费用、身份置换经

济补偿金等而给标的公司造成损失或承担任何或有负债、法律责任等，其将向标

的公司进行全额补偿。综上，本次交易不涉及员工安置及相关的安置成本，上述

问题不会对标的公司经营以及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8年 9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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