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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龙股份”)于

2020年1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34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要求公司就2020年1月3日公告的《关于拟收购资产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相关问题进行补充披露，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针对关注函中所提

及问题逐项进行核查，现就关注函的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请逐项列明拟收购资产的名称、类别(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权属(包

括但不限于有关资产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是否存在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是否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所在地、主要用途、

账面价值、累计折旧等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本次拟以自有资金收购的资产包括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宝化工”)的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线、新疆天宝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天宝”)起爆具生产线及新疆天宝混装炸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混装”)

的混装炸药生产线，相关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天宝化工的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线位于山东平邑县盛泉庄及旺沟村，截至

2019年11月底，账面价值总额为100,303,790.09元，其中，生产用机器设备

60,413,804.92元，生产厂房1,618,973.67元，生产区土地38,271,011.50元。累计折

旧52,748,162.25元。 



经公司与天宝化工确认，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

形，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被采取司法措施的

情形。 

二、新疆天宝的起爆具生产线位于新疆木垒县白杨河乡民生工业园，截至

2019年11月底，账面价值总额为83,006,214.44元，其中，生产用机器设备

32,332,725.74元，房屋建筑物30,241,235.85元，土地使用权20,432,252.85元。累

计折旧2,731,494.16元。 

经公司与新疆天宝确认，上述资产中除生产用的土地用于向银行申请抵押贷

款外，其余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形，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被采取司法措施的情形。 

三、天宝混装的混装炸药生产线位于新疆托克逊县库加依镇103省道东，截

至2019年11月底，账面价值总额为4,575,448.83元，其中，生产用机器设备

2,086,897.35元，房屋建筑物2,488,551.48元。累计折旧7,819,619.05元。 

经公司与天宝混装确认，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

形，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被采取司法措施的

情形。 

具体资产明细等相关情况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的《关

于拟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2020-018)。 

 

2、《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尚未评估，待评估后根据评估价值

另行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1)请说明未将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原因，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及判断依据，

并说明在交易价格未充分披露的情况下即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原因，以

及本次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判断依据。 

(2)请说明在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时你公司是否仍需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

http://www.cninfo.com.cn/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一、未将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原因及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及判断依据 

2019 年 12 月，公司分别与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签署了《合作协

议》，约定收购前述三家公司涉及民用爆破器材的相关经营性资产。 

民用爆破器材生产能力属于行政许可事项，其转移需要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

批准，公司与合作方办理前述生产能力转移所需要的时间较长且具有不确定性。

鉴于此，公司拟待前述生产能力转移获得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再实施资产评估，

依据资产评估结论再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并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天宝化工、新疆天宝相关经营性资产的价格预估区间主要参考了其资产账面

价值以及天宝化工及其股东与湖北高融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高融凯基金”)签署的《增资协议》中天宝化工约 4.8 亿元整体估值确定，天

宝混装相关经营性资产的价格预估区间主要参考了其盈利状况(2019 年 1-11 月，

天宝混装实现营业收入 5,931.66 万元、净利润为 1,095.52 万元)确定。 

二、在交易价格未充分披露的情况下即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民爆行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当前民爆行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民爆行业企业数量多，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低效竞争日益加剧，产品价格不

断下跌，企业利润持续下降，科技和安全投入难以保障，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安

全形势日趋严峻，多数企业均倍感压力和挑战。 

针对民爆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安全

投入保障不足等问题，工信部于 2018 年 11 月颁发了《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工信部安全【2018】237 号)。通过政策引导提高行业标准和准入

门槛，倒逼民爆行业生产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推动行业重组整合，

提升产业集中度，从而带动行业安全生产、质量保障、服务水平全面升级。在今

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兼并重组、撤点减线、一体化发展是民爆行业结构调整工

作的主题，我国民爆行业将实现进一步的优胜劣汰。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将促使

民爆行业现有格局发生变化，一体化发展的大型民爆集团将成为民爆行业今后发



展的主导力量，同时，市场竞争将体现在大型民爆集团公司之间在产业链整合、

生产规模、成本控制、技术、质量、服务、管理、安全水平等方面的综合性竞争。 

近年来公司着力打造“百年企业，民爆旗帜” 的企业愿景，强力推行“一二

三战略目标”，以民爆器材生产为产业基点，强力推进民爆产品“科技研发、原材

料产业升级、民爆器材产品产销运、工程爆破服务、建筑石料矿产品开发的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使公司民爆产品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鉴于之前公司布局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高融凯基金收购天宝化工进程受阻，

该基金能否按时足额募集资金并实现对天宝化工控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公司在市场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实现战略目标，抢抓行业

发展机遇，扩大民爆产品的生产能力，拓宽区域市场布局，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在未经评估的情况下，与交易对方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及天宝混装达成初步意向

性协议，以支付预付款形式锁定标的及标的资产，并在尚未确定最终交易价格的

情况下，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第四十六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

使下列职权：(十七)公司发生的交易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的，公司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以及《公

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

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除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的以外，董事会在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

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权限为：(一)公司发生的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但不属于应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交易事项(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4、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公司此次购买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相关民用爆破器材经营性资产

的预估值区间合计为 20,000-28,000 万元左右，即使按照预估价格上限 28,000 万

元计算，交易金额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069.16 万元的 18.53%，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故公

司当时认为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基于谨慎原则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公司将天宝化工、新疆

天宝、天宝混装视同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与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的

相关交易事项将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补充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针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公司将尽快组织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予以补充确

认。同时，公司将尽快组织评估机构对上述拟收购资产进行评估，待评估结果出

具并最终确定交易价格后，再一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四、在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时，公司是否仍需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在正式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请结合《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0.1.6 条的规定，说明天

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及其股东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等方面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系，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请律师核

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律师结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的规定对天宝化工、新疆天宝、

天宝混装及其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是否存在其

他利益关系，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进行认真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君悦律师认为，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的规定，

截至本次交易文件签署之日，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视同为公司的关联

方；除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列情形以外，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及其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利益关系；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的《上海市君

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之专项核查意见》。 

 

4、《公告》显示，在签署相关协议的 5 个工作日内，你公司分别向天宝化

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支付 5,000 万元、3,000 万元、2,000 万元的预付款。 

(1)请说明截至目前上述款项的支付进展情况。 

(2)鉴于高融凯基金原拟以增资扩股方式收购天宝化工 51%的股权且已向天

宝化工支付了 21,390 万增资款。请说明高融凯基金应向天宝化工支付增资款的

具体金额，预计支付完成时间，并补充说明支付完成后的具体安排，本次《合

作协议》是否继续生效，如否，你公司的预付款是否应当退还，该预付款是否

构成财务资助。 

公司回复： 

一、截至目前上述款项的支付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分别向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支付前述

资产转让预付款 5,000 万元、3,000 万元、2,000 万元。 

二、高融凯基金应向天宝化工支付增资款的具体金额，预计支付完成时间，

支付完成后的具体安排，本次《合作协议》是否继续生效，如否，你公司的预

http://www.cninfo.com.cn/


付款是否应当退还，该预付款是否构成财务资助。 

(一)高融凯基金应向天宝化工支付增资款的具体金额 

根据高融凯基金与天宝化工及其股东签订的《增资协议》，高融凯基金应向

天宝化工支付增资款的金额初步确定为 50,016.3869 万元，但由于过渡期内存在

期间损益以及部分资产暂未进行审计评估可能导致的调整，高融凯基金应支付增

资款的最终金额暂未确定。 

(二)高融凯基金增资款项的预计支付完成时间 

2020 年 1 月 17 日，高翼联汇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

承诺如 2020 年 2 月 29 日高融凯基金总规模 6 亿元未募集到位，基金将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召开合伙人大会，决定解散高融凯基金，相关解散、清算事宜依据《合

伙协议》及相关法律执行。 

2020 年 1 月 17 日，天宝化工出具了《关于湖北高融凯产业基金合伙协议（有

限合伙）增资所涉相关事宜的声明与承诺函》，同意延长高融凯基金依据《增资

协议》相关条款约定还需支付剩余增资款的时间，同意高融凯基金于 2020 年 3

月 7 日前支付第二笔尚未支付的增资款 86,049,161 元，该款项到位后 5 个工作日

内办理完成该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增资款项支付完成后的具体安排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分别与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签署了《合

作协议》，并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签署了《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收购资产相

关事项进行了如下补充约定： 

1、如高融凯基金于 2020 年 3 月 7 日前支付第二笔尚未支付的 86,049,161.00

元增资款，并于天宝化工办理股东工商变更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支付《增资协议》

相关条款约定的全部款项，则天宝化工应当于收到高融凯基金支付的后续增资款

5 天内优先将其用于返还《合作协议》中公司的资产购买预付款，并终止《合作

协议》。 

2、天宝化工收到高融凯基金后续支付的增资款之日起的 5 天内向公司退还



其根据《合作协议》约定预付的资产转让款 5,000 万元，并按年利率 10%向公司

支付利息；同时，天宝化工应在收到高融凯基金后续支付的增资款之日起 2 天内

向新疆天宝、天宝混装提供相应资金，新疆天宝和天宝混装应在收到天宝化工提

供的资金之日起 3 天内向公司退还其根据《合作协议》约定预付的资产转让款

3,000 万元、2,000 万元，并按年利率 10%向公司支付利息。天宝化工及其实际控

制人蔡长存应无条件协助并督促新疆天宝和天宝混装按时、足额向公司退还其已

预付的资产转让款及相应利息。 

3、天宝化工、新疆天宝、天宝混装支付完成《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的所有款项及相应利息后，《合作协议》终止。 

(四)预付的资产转让款是否构成财务资助 

公司在本次交易中预付的资产转让款不构成财务资助。 

 

5、请说明道格二十六号和高融凯基金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

股东情况、持股比例、合伙类型、分红比例、决策机构、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

财务数据，并说明你公司能否对其实施控制，是否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回复： 

一、道格二十六号的基本情况 

(一)道格二十六号概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深圳道格二十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道格二十六号”)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合伙类型等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道格二十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15 日 

认缴出资额 21,725.00 万元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 深圳道格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时间 2019 年 3 月 5 日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码 SGA678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道格二十六号的出资结构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道格二十六号的合伙人包括一位普通合伙人和一

位有限合伙人。其中，基金管理人深圳道格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格

资本”)为普通合伙人，凯龙股份为有限合伙人。 

道格二十六号合伙人的出资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道格资本 10.00 10.00  0.05%  普通合伙人 

2 凯龙股份 21,715.00 21,715.00  99.9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1,725.00 21,725.00 100.00% - 

(三)道格二十六号的决策机构和决策机制 

根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签署的合伙协议，道格二十六号成立的目的是围绕

军民融合及凯龙股份产业链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和产业资源，凯龙股份对优质项

目拥有优先收购权；合伙人会议为道格二十六号全体合伙人的议事机构，包括定

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同时，道格二十六号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决定项目投

资的最高权力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共设委员三位，分别由凯龙股份和道格资本

分别推荐1名和 2名，所有拟投资项目均须最终经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投票表决，

3 票通过方可实施投资。 

(四)道格二十六号的分红安排 

道格二十六号在所投资子基金的每一个投资项目退出时，普通合伙人提取合

伙企业 20%税前利润作为业绩报酬，剩余未分配部分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

比例进行分配。 

(五)道格二十六号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道格二十六号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总资产 211.57 217,263,168.16 

总负债 3,107.00 37,422.12 

所有者权益 -2,895.43 217,225,746.04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净利润 -1,118.93 -21,358.53 

二、高融凯基金基本情况 

(一)高融凯基金概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湖北高融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高融凯基金”)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合伙类型等情况如下： 

名称 湖北高融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8 年 11 月 5 日 

认缴出资额 36,000.00 万元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 高翼联汇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时间 2019 年 4 月 8 日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码 SGF722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高融凯基金的出资结构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高融凯基金的合伙人包括一名普通合伙人和一名

有限合伙人，其中，基金管理人高翼联汇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翼联汇”)为普通合伙人，道格二十六号为有限合伙人。合伙人的出资结构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高翼联汇 1,000.00 600.00 2.78%  普通合伙人 

2 道格二十六号 35,000.00 21,000.00 97.22%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6,000.00 21,600.00 100.00% - 

(三)高融凯基金的决策机构和决策机制 



根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签署的合伙协议，高融凯基金设立有投资决策委员

会，负责基金相关投资和退出决策的最终决策权，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

成，其中有限合伙人推荐 2 名委员，管理人推荐 3 名委员，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方能通过。 

(四)高融凯基金的分红安排 

对于合伙企业投资项目的超额收益，由基金管理人享有 20%作为业绩回报，

剩余 80%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各自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五)高融凯基金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高融凯基金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总资产  9,720.25  
  213,969,777.27  

 

总负债         -                 -    

所有者权益  9,720.25     213,969,777.27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净利润 -279.75   -2,029,942.98  

高融凯基金围绕军民融合产业链考察了国内外多家标的，最后与天宝化工达

成合作意向，决定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天宝化工 51%的股权。截至本关注函

回复披露日，高融凯基金拟增资天宝化工的资金中，除普通合伙人已实缴 600

万元，有限合伙人道格二十六号已实缴 2.1 亿元外，其他拟参与的有限合伙人尚

在进一步沟通中，预计其他拟参与的有限合伙人出资规模为 3.84 亿元左右。 

三、凯龙股份对基金的控制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缴出资 21,715 万元，持有道格二十六号

99.95%的合伙份额，根据现有资料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初步判断公

司对道格二十六号享有控制权，公司需将道格二十六号纳入合并范围。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道格二十六号实缴出资 21,000 万元，持有高融凯

基金 97.22%的合伙份额，根据现有资料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初步



判断道格二十六号对高融凯基金享有控制权，公司需通过道格二十六号将高融凯

基金纳入合并范围。 

 

6、2019 年 1月 3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延长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期限事项的

公告》称，你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日向天宝化工提供财务资助 7,000 万元，到

期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增资款无法按时全额到位，天宝化工无法按

时归还，你公司拟延长还款期限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并将该议案提交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请你公司参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4.9

条的规定，补充披露天宝化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主要财务指标(包括

但不限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等)及资信情况。 

(2)《公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天宝化工净利润为-5,213.62 万元(未

经审计)，资产负债率 69.99%。请结合天宝化工的财务状况说明其是否具备还款

能力，以及到期无法还款时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上述问题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

载的《关于延长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期限事项的补充公告》(2020-014)。 

 

7、请你公司参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公告格式》附件第 1 号《上市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公告格式》的要求补

充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回复：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公告格式》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情况、《合作协议》及《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交易价格及确定

http://www.cninfo.com.cn/


依据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披露。 

《关于拟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2020-018)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8、你公司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公司将继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

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日 

http://www.cninf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