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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财务顾问报告“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

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本次要约收购主体为方大钢铁，方大钢铁一致行动人方大集团系东北制药控

股股东。本次要约收购主要基于方大钢铁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集团对东北

制药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基于有利于方大钢铁以及方大集团巩固对于旗下

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力、维护企业长期战略稳定、提振资本市场信心为目的，

并旨在加强方大钢铁以及方大集团对东北制药的战略投资和战略合作，同时方大

钢铁以及方大集团拟利用自身优势资源，进一步促进东北制药的稳定发展。本次

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东北制药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前，方大钢铁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87,086,46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8.64%。 

本次要约收购系方大钢铁向东北制药除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

他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35,150,172 股，占东北

制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0.00%，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

人最多合计持有东北制药 522,236,634 股股份，占东北制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8.64%，东北制药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中信证券接受收购人的委托，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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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则，在审慎调查的基础上出具本财务顾问报告。为避免任何疑问，中信证券仅就

本次要约收购向收购人提供财务顾问意见，未提供任何法律、会计或税务方面的

意见。 

本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东北制药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财

务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

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东北制药《要约收购报告书》及摘要、法律意

见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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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已经声明向本财务顾问提供了为出具本财务顾问报

告所必需的资料，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诺愿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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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方大钢铁 指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东北制药 指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集团 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方大国际 指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要约收

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东北制药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

的其他股东进行的部分要约收购的行为 

报告书、《要约收购报

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 

报告书摘要、《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告日、要约收购提示

性公告日 

指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

即 2020 年 5 月 11 日 

本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 

要约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财务顾问、

本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诚同达、法律顾问 指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

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深交所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 

《17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 号-要

约收购报告书（2020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财务顾问报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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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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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绪  言 

本次要约收购主体为方大钢铁，方大钢铁一致行动人方大集团系东北制药控

股股东。本次要约收购主要基于方大钢铁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集团对东北

制药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基于有利于方大钢铁以及方大集团巩固对于旗下

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力、维护企业长期战略稳定、提振资本市场信心为目的，

并旨在加强方大钢铁以及方大集团对东北制药的战略投资和战略合作，同时方大

钢铁以及方大集团拟利用自身优势资源，进一步促进东北制药的稳定发展。本次

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东北制药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前，方大钢铁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87,086,46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8.64%。 

本次要约收购系方大钢铁向东北制药除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

他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35,150,172 股，占东北

制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0.00%，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

人最多合计持有东北制药 522,236,634 股股份，占东北制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8.64%，东北制药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中信证券接受收购人的委托，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并出具本财务顾

问报告。本财务顾问报告是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本次要约收购交易各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各方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以及律师等

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意见的基础上，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在审慎尽职调查基础上出具的，旨在对本次要约收

购做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收购人已经声明向本财务顾问提供了为出具本财务顾问报告所必需的资料，

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诺愿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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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顾问声明与承诺 

一、财务顾问声明 

作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中信证券提出的财务顾问意见是在假

设本次要约收购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职责

的基础上提出的。 

本财务顾问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由收购人提供，

收购人已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为出具本财务顾问报告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

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二）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

工作程序，旨在就《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相关内容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

内容仅限《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正文所列内容，除非中国证监会另有要求，

并不对与本次要约收购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发表意见。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

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之外，本财务顾问与收购人、上市公司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

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政府有关部门及中国证监会对本财务顾问报告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同时，本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东北制

药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

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要约收

购报告书》及摘要、法律意见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五）本财务顾问同意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援引本财务顾问报告

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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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

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财务顾问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七）本财务顾问同意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

求引用本财务顾问报告的相关内容。 

二、财务顾问承诺 

中信证券在充分尽职调查和内部核查的基础上，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本

次收购人要约收购东北制药股份事项出具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

专业意见与收购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本财务顾问已对收购人申报文件进行核查，确信申报文件的内容与格

式符合规定。 

（三）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要约收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有充分理由确信收购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四）本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已提交本财务顾问内核

机构审查，并获得通过。 

（五）本财务顾问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

风险控制制度和内部防火墙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行为。 

（六）本财务顾问已与收购人订立持续督导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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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东郊南钢路 

法定代表人 黄智华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 475 号 

注册资本 103,533.9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1583735790 

设立日期 1959 年 5 月 5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钢锭（坯）、生铁、模具、锡铁、钢板（带）、硅铁、汽车弹簧及

附件、水泥、石灰石，耐材、铁矿石冶炼、制造、加工；建筑安装，

综合性服务；人力搬运、装卸；园林绿化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内贸易；招待所、小型餐馆（限下属分支机

构持证经营）；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名称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 475 号 

联系电话 0791-86753021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方大集团持有方大钢铁 100.00%股权，系方大

钢铁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86 号 

法定代表人 闫奎兴 

注册资本 10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71965639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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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日期 2000 年 04 月 24 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产业投资及对本企业所投资产进行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

器材、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30 年 04 月 23 日 

股东名称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方铭显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5 区 9 号楼 

联系电话 010-63705969 

2、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方威先生持有方大国际 100.00%股权，通过方

大国际间接持有方大集团 99.20%股权，通过方大集团间接控制方大钢铁 100%的

股权，系方大钢铁的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方威，男，1973 年 9 月出生，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国籍，无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方大国际董事长、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大钢铁

董事。 

（二）收购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

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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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方大钢铁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

发生变化。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情况 

1、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除方大钢铁外，方大集团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

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1 

方大炭素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71,855.0263 40.05% 

石墨及炭素新材料的研制、科

技研发、技术推广、生产加工、

批发零售；碳纤维、特种炭制

品、高纯石墨制品、炭炭复合

材料、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

研制、科技研发、技术推广、

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石墨烯

及下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制品种除外）；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餐饮

服务、宾馆、住宿服务。 

2 
辽宁方大集团国

贸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

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

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

产品）、焦炭、矿粉（除金银）、

石灰石、冶金材料、耐火材料、

建材、钢材、水暖器材、建筑

用金属制品、轴承、劳保用品、

电线电缆、膨润土销售（以上

经营范围中须前置许可的项目

除外）；煤炭零售；技术咨询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批发（无储存）：液

化石油气（限于工业生产原料

等非燃料用途）、煤焦沥青、

硝化沥青、丙烯、苯、甲苯、

1,2-二甲苯、1,3-二甲苯、1,4-

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

环氧乙烷、碳化钙、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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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煤焦油、粗苯；经营废旧金属

（除危险品）；重型、矿山、

建工、电力、工程机械、煤矿

机械、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

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钢产

品、模具销售；高、低压成套

开关设备销售；环保设备及配

件的销售；起重机械、机械式

停车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及配

件销售；油田特种作业车（法

律法规禁止的及应经审批而未

获批准的项目除外）；石油装

备销售；仓储（除危险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方大医疗（营口）

有限公司 
47,326.6333 70.00% 

医疗机构管理及相关咨询；医

疗项目投资；康复护理服务，

健康信息咨询服务；生产、销

售：医疗器械（Ⅰ、Ⅱ、Ⅲ类）、

药品；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职业技能培训；

物业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4 
方大工业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销售金属材料、

非金属矿及制品、化工产品、

医疗器械（仅限一类）。（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5 
方大养生院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 
5,100.00 10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

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会议服务；投资管理；数据处

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1、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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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 
北京盛元鸿通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投资管理；房地产咨询、技术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

务、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 
北京方大炭素科

技有限公司 
6,800.00 100.00% 

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销售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金属

制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

焦炭、矿粉（除金银）、石灰

石、冶金材料、钢材、机械电

气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

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

品、木材、煤炭（不在北京地

区开展实物煤的销售、储运活

动）；技术咨询。（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8 
东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35,150.1713 24.35% 

原料药、无菌原料药、食品添

加剂、饲料添加剂、危险化学

品制造，液体消毒剂制造和销

售（以上经营范围按生产许可

证规定项目及地址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医药中间体副产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妆品制造，医药新产品开发、

技术咨询服务、成果转让，污

水处理、环保技术服务、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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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技术咨询，金属材料销售，厂

房、设备租赁，包装材料制造

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9 
北方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357,142.85714

3 
47.20% 

重型、矿山、建工、建材、电

力、工程机械、煤矿机械、普

通机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部

件、橡胶制品、金属制品、钢

产品、模具加工制造；高、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设计、制造；

环保设备及配件制造、安装、

调试；起重机械、机械式停车

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改

造、维修、服务；专用设备及

配件设计、制造、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信息咨询；上述相

关产品租赁、维修、翻新、再

制造；油田特种作业车（法律

法规禁止的及应经审批而未获

批准的项目除外）、石油装备、

钢结构工程施工和安装、机电

安装工程、建筑工程、环保工

程、市政工程施工（持资质证

经营）；工程成套；产品包装；

金属材料销售；股权投资；仓

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

租赁；大件运输；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或禁止的业务除

外）；承包境内外国际招标工

程及其勘测、咨询、设计和监

理项目和设备、材料出口及对

外派遣所需的劳务人员。（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中兴-沈阳商业大

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1,571.8940 38.34% 

一般商品批发及百货零售，汽

车维修，汽车配件销售，仓储、

搬运服务，停车场服务，写字

间、场地租赁，商业企业投资

及管理，企业管理服务，广告

设计、制作、发布，物业管理

服务，食品生产、销售，餐饮

服务，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验光、配眼镜服务，眼镜零售，

化妆品、初级农产品、水产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 

16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药品销售，卷烟、雪茄烟零售，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批发、零售，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图书、报刊销售，网上贸易代

理，网上房地产中介，网上商

务咨询，货物进出口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天津一商集团有

限公司 
83,600.2659 100.00% 

物资、商业的批发、零售、代

购、代销；房屋租赁；服装、

铁木家俱的加工、制造；自营

和代理内销商品的进出口业

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科技咨询；资产管理（金

融资产管理除外）；投资咨询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下

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

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石油制品、

润滑油脂；黄金饰品、音像制

品、烟酒零售；仓储；普通货

物运输；包装；搬倒；装卸；

整理及相关劳务服务；货运代

理；家用及办公设备维修（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

办理） 

2、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方威先生直接控制的存续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下属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1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非金属制品、电工器材、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焦碳、矿粉（除金银）、

石灰石、冶金材料、钢材、五金交电、

橡胶制品、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办

公用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

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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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下属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

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三、收购人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东北制药股票的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方大钢铁 50,168,585 3.7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 方大集团 329,068,713 24.3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 方威 3,408,964 0.2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黄成仁 2,220,100 0.16% 
1,665,075 股限售股 

555,025 股非限售股 

5 敖新华 2,220,100 0.16% 
1,665,075 股限售股 

555,025 股非限售股 

合计 387,086,462 28.64% - 

方大集团为方大钢铁控股股东、方威先生为方大钢铁实际控制人，黄成仁和

敖新华为方大钢铁董事。 

四、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方大钢铁主要从事螺纹钢、线材、汽车钢板弹簧、扭杆弹簧、圆簧、弹簧扁

钢、建筑钢材、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同时涵盖中厚板、

螺纹钢筋、高速线材、小型材等多系列多规格产品。 

方大钢铁合并口径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总资产 5,207,427.78 3,784,602.10 3,203,525.76 

总负债 2,247,640.43 1,345,601.69 1,553,3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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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2,959,787.34 2,439,000.41 1,650,151.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481,557.55 1,178,981.57 678,406.23 

资产负债率 43.16% 35.55% 48.49%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840,229.81 6,339,809.77 5,602,438.72 

营业成本 6,568,099.18 4,628,735.78 4,075,730.80 

利润总额 970,459.59 1,359,506.81 1,003,429.18 

净利润 726,818.80 1,026,893.43 697,876.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47,594.37 503,173.15 289,96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079.64 1,273,558.55 851,152.16 

净资产收益率 24.56% 42.10% 42.29% 

注： 

1、2017年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CAC审字[2018]0229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2018年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CAC审字[2019]0057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2019年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CAC审字[2020]0006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近五年发生的标的金额为 1,000 万元人

民币以上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如下： 

收购人作为原告诉被告云南天利铸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被告砚山县阿舍鹏呈冶炼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收购人于 2014

年12月8日诉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

年 8 月 24 日作出（2014）洪民二初字第 9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云南天利铸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江西方大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货款本金 1,828.49903 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2014 年 12 月 1

日前为 100 万元；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付清款止，以 1,828.49903 万元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 6%计算）；二、被告砚山县阿舍鹏呈冶炼厂公司对本判

决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对本判

决第一项内容在 21,000,006 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对本判决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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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债权，原告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文工商抵登字（2014）003 号动产抵押登记书中的抵押物

清单中所列物品）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 4,600 万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五、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砚山县阿舍鹏呈冶炼厂公司承担担保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云南天利铸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六、驳回原告江西方大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不服上述（2014）洪民二初字第 913 号民事判

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3 日

作出（2018）赣民终 2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收购人于 2018 年 11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执行回款 35 万余元人民

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董事 

1 黄智华 中国 董事长 中国 否 

2 方威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3 闫奎兴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4 黄成仁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5 葛传金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6 唐贵林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7 汪春雷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8 敖新华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9 徐志新 中国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否 

10 谭兆春 中国 董事兼财务总监 中国 否 

11 居琪萍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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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尹晔珠 中国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否 

2 马卓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3 刘韬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4 胡斌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5 胡兆贵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6 简鹏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7 李小勇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高级管理人员 

1 徐志新 中国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否 

2 谭兆春 中国 董事兼财务总监 中国 否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

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方式 

1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600516.SH 

方大集团直接持股 40.05%；方威

直接持股 0.13% 

2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507.SH 

方大钢铁直接持股       %；方大

钢铁通过 江西汽 车板簧 持股

8.15%；方威直接持股 6.39% 

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597.SZ 

方大集团直接持股 24.35%；方大

钢铁直接持股 3.71%；方威直接持

股 0.25% 

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000715.SZ 

方大集团直接持股 38.34%；方威

直接持股 0.90% 

5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00231.SH 

方大集团通过九江萍钢钢铁有限

公司持股 11.23%；方威直接持股
0.27% 

6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000420.SZ 

方大集团通过上海方大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6.25%；方威

直接持股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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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方式 

7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885.HK 
方大集团通过江西萍钢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10.09% 

除以上公司外，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八、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在境内、

境外金融机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机构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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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要约收购方案 

一、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如下： 

1、被收购公司名称：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东北制药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000597.SZ 

4、收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本次要约收购范围为东北制药除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 

（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 

（股） 

占东北制药已发行股

份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9 135,150,172 10.00%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11 日

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分配预案之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 股，不送红股，不派发现金红利。 

本财务顾问报告所指的要约价格和要约收购数量已按照东北制药在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期间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

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本次调整后的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5.19 元/股，已按照东北制药在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期间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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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若上市公司在本报告书公告日至要

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

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

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1、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内，东北制药股

份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7.72 元/股（未除权）。 

2、东北制药在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除权除息日后，对本次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内的东北制药股份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

算术平均值进行了相应调整，并将要约收购价格由 7.72 元/股调整为 5.19 元/股。 

3、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不存在买入东北制药股票的情况，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

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

格。”因此，以调整后的要约价格 5.19 元/股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符合法

定要求。 

三、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调整后的要约价格 5.19 元/股、拟收购数量为 135,150,172 股的前提，本

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1,429,392.68 元，收购人方大钢铁已将

140,286,231.28 元（不少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00%）存入中登公司

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要约收购期满，

方大钢铁将根据实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将用于支付要约收购的资金及时足额

划至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

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续。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方大钢铁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的情形。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方大钢铁已出具《关于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来源的声

明》，明确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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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收购价款。本次交易所需资金将来源

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的

情形。”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起

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止。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

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查询

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范围为东北制药除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六、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代码为：990067 

2、申报价格为：5.19 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上市公司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

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

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申请预受要约 

上市公司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

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

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申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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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收购期限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上市公司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

报手续。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

要约申报。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

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

托管或质押。上市公司股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7、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股东已申报的预受要约不再有效，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上市公司股东如接受变更后

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报。 

8、竞争性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

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9、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

份冻结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

易日的预受要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11、对预受要约股份的处理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本次预定收购股份数

135,150,172 股，则方大钢铁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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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 135,150,172 股，则方大钢铁按照同等比例收购被股

东预受的股份，余下预受要约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计算公式如下：方

大钢铁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135,150,172 股÷要约收购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收购人从每个

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登公司深圳分公

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12、要约收购的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

金额足额存入其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中登公司深

圳分公司，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的股份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

并提供相关材料。深交所法律部完成对预受要约的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

人将凭深交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14、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和资金结算手续后，收购人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予以公告。 

七、股东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

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

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

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

申报代码。上市公司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股东在申报当

日收市前未撤销预受申报的，其预受申报在当日收市后生效。 

2、要约收购期限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上市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撤

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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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

深圳分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

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

约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

对要约的接受。 

4、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

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5、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

行股份冻结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6、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八、受收购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

登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名称 

接受要约的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中相

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 

收购人已委托中信证券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过户登记事宜。 

九、本次要约收购是否以终止被收购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不以

终止东北制药上市地位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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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审阅了本次收购所涉及的收购人的决策文件以及收购人法律顾

问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资料，依照《收购管理办法》要求，针对《东北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涉及的以下事宜出具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对收购人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性评价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

序，对收购人提交《要约收购报告书》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要约

收购报告书》进行了审阅及必要核查，从收购方财务顾问角度对《要约收购报告

书》的披露内容、方式等进行必要的建议。 

本财务顾问履行上述程序后认为，收购人在其制作的《要约收购报告书》中

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的要求，未见重大遗漏、虚假及

隐瞒情形。 

二、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的评价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要约收购主要基于方大钢铁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方

大集团对东北制药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基于有利于方大钢铁以及方大集团

巩固对于旗下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力、维护企业长期战略稳定、提振资本市场

信心为目的，并旨在加强方大钢铁以及方大集团对东北制药的战略投资和战略合

作，同时方大钢铁以及方大集团拟利用自身优势资源，进一步促进东北制药的稳

定发展。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东北制药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的收购目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与收购人既定

战略相符合。 

三、对收购人主体资格、经济实力、诚信情况、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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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情况的评价 

本财务顾问根据收购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对收购人的实力、从事的主要

业务、持续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进行了必要核查，本财务顾问的核查

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收购人具备收购东北制药股权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且收购人已出具《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相关文件。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实施要约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收购人的经济实力 

方大钢铁合并口径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总资产 5,207,427.78 3,784,602.10 3,203,525.76 

总负债 2,247,640.43 1,345,601.69 1,553,373.82 

净资产 2,959,787.34 2,439,000.41 1,650,151.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481,557.55 1,178,981.57 678,406.23 

资产负债率 43.16% 35.55% 48.49%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840,229.81 6,339,809.77 5,602,438.72 

营业成本 6,568,099.18 4,628,735.78 4,075,730.80 

利润总额 970,459.59 1,359,506.81 1,003,429.18 

净利润 726,818.80 1,026,893.43 697,876.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47,594.37 503,173.15 289,96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079.64 1,273,558.55 851,152.16 

净资产收益率 24.56% 42.10% 42.29% 

注： 

1、2017年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CAC审字[2018]0229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2018年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CAC审字[2019]0057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2019年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CAC审字[2020]0006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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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财务状况正常，持续经营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经济实力和实缴出资能力。 

（二）收购人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收购人方大钢铁一致行动人方大集团系东北制药的控股股东，方大钢铁及其

一致行动人方大集团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

能力及经验，拥有丰富的行业运营经验，知晓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对

东北制药的经营情况十分熟悉，对东北制药未来发展有明晰的思路及策略。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三）收购人资信情况 

根据收购人书面确认并经本财务顾问核查，收购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

且到期不能清偿的情形，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

刑事处罚。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近五年发生的标的金额为 1,000 万元人

民币以上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见本财务顾问报告“第四节 收购人基

本情况”之“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经核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且

到期不能清偿的情形，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明显有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

处罚，收购人所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中，收购人为原告，

对收购人的资信情况不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收购人 2019 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收购人的财务状况稳健，不存

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且到期不能清偿的情形，信用记录良好。 

（四）收购人是否需要承担其他附加义务 

经核查，本次要约收购除已披露的信息之外，未涉及其他附加义务。 

（五）收购人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经核查，收购人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不良诚信记录。 

四、收购人资金来源及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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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财务顾问核查： 

1、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方大钢铁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的情形。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2、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前，方大钢铁已将 140,286,231.28 元（不少于本次

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

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该等履约保证金已存入指

定账户的证明。 

方大钢铁在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7,840,229.81 万元，净利润 726,818.80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7,594.37 万元；方大钢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为 1,842,956.22 万元，总资产为 5,207,427.78 万元，净资产为

2,959,787.34 万元。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已存入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的资金已

达到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20%，同时结合对收购人相关财务及资金等状况的

分析，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能力。 

五、对收购人进行辅导情况 

本财务顾问协助收购方案的策划及实施，在收购操作进程中就收购规范性对

收购人进行了必要的建议。收购人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及

应该承担的义务责任进行了必要的了解。 

本财务顾问已经就上市公司后续规范性运作要求等事宜，对收购人进行了辅

导。本财务顾问认为，上述工作有利于收购人提高上市公司规范性运作水平。 

六、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的

方式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方大集团持有方大钢铁 100.00%股权，

系方大钢铁的控股股东。方威先生通过方大国际持有方大集团 99.20%股权，系

方大钢铁的实际控制人。方大钢铁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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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方大钢铁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

发生变化。 

七、收购人履行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经核查，收购人履行的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如下： 

2020 年 5 月 9 日，方大钢铁的股东方大集团作出股东决定，通过本次要约

收购方案及相关事宜。2020 年 5 月 19 日，方大钢铁的股东方大集团作出股东决

定，通过本次要约价格和要约收购数量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调整的相关事宜。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要约收购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该等批准和

授权程序合法有效。 

八、后续计划分析意见 

（一）收购人后续计划分析 

经收购人确认及本财务顾问核查，对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的后续计划分析

如下： 

1、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时没有在未来 12 个

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

根据上市公司后续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资产、业务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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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2、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

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时没有在未来 12 个

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3、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如果上市公司选举董事、

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公司法》和《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力，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

员。 

4、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

市公司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

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

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5、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

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6、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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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分

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

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

务。 

7、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以后若由于实际经营需要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

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审批程序，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上市公司独立性 

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

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分别出具《关于保

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就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承诺如下： 

1、保证东北制药人员独立 

（1）本公司/本人保证东北制药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东北制药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本公司/本人保证东北制药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

系，且该等体系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东北制药资产独立完整  

本公司/本人维护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和完整性，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不侵害上市公司对其法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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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3、保证东北制药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

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继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户，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等关联企业不与东北制药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3）保证不干涉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本人不违法干预东北制

药的资金使用。 

4、保证东北制药机构独立  

本公司/本人支持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业务经营部门或其他机构及其

人员的独立依法运作，不通过行使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

以外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机构的设立、调整或者撤销，或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和其他机构及其人员行使职权进行限制或施加其他不正当影响。 

5、保证东北制药业务独立 

（1）保证东北制药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东北制药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

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3）保证本公司/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东北制药的业务活

动。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要约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

大影响。 

（三）同业竞争 

根据上市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涉及化学原料药、

医药中间体和制剂等医药产品；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

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 

36 
 

本次要约收购前，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上不存在竞争关系。要约收

购完成后不会导致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为避免上市公司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收

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分别出具《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就避免与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本人及

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亦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

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2、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

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本人应将

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如上市公司作出愿

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本公司/本人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上市公司

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答复，则视为放弃该商业机会。 

3、本公司/本人保证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章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平等地行使股

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

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

上不存在竞争关系。要约收购完成后不会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四）关联交易 

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相关交易情况如下： 

1、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的情况 

单位：万元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交易内容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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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交易内容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2018 年 

销售商品 343.45 1,752.41 - 

2、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的情况 

单位：万元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交易内容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2018 年 

采购商品 916.62 3,115.56 557.32 

接受劳务 - 0.3491 - 

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

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东北制药将进一步按照中国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治理

的相关要求，对于与关联方企业必要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市场化公允交易的定

价原则，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有关报批程序，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为进一步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已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分别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就减

少和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

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

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2、本公司/本人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东北制药《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在本公司/本人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如在此期间出

现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本人将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规范关联交易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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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安排。 

九、对本次要约价格调整的评价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和要约收购数量按照东北制药在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期间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 

根据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分配预案之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 股，不送红股，不派发现金红利。 

在除权除息日后，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将由 7.72 元/股调整为 5.19 元/股，要约

收购数量将由 90,704,813 股调整为 135,150,172 股，本次调整前后要约收购具体

信息对比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要约价格 7.72 元/股 5.19 元/股 

拟收购的股份数量 90,704,813 股 135,150,172 股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因东北制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采取

的要约价格调整，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对要约收购价

格计算基础的规定。 

十、其他重要事项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要约收购的标的为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的

东北制药全部已上市流通股，未设定其他权利，亦未见收购人在收购价款之外有

其他补偿安排。 

2、收购人不存在对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其未来任职

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3、方大钢铁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东北制药的非经营性负债、未解除

东北制药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东北制药利益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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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收购东北制药股份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本次要约收购已履行目

前阶段所能履行的必要批准和授权程序，该等批准和授权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要

约收购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收购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的能力，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

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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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2、方大钢铁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3、方大集团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股东决定； 

4、方大钢铁关于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与承诺； 

5、履约保证金已存入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的证明； 

6、关于方大钢铁与上市公司之间最近 24 个月重大交易的说明及协议； 

7、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及方

大钢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

买卖东北制药股票的自查报告； 

8、方大钢铁所聘请的、为本次要约收购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东北制药股票的自查报告； 

9、方大钢铁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符合《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0、方大钢铁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1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报告书》； 

1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法律意见书》； 

13、方大钢铁关于对东北制药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以及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的管理能力的说明； 

14、方大钢铁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保持东北制药经营独立性、避

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5、关于方大钢铁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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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方大钢铁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的说明； 

17、关于方大钢铁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以

及持股 5%以上的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的说明； 

二、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秦镭、陈婷、王天阳、卢秉辰 

电话：010-60833973 

传真：010-60833973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张佑君 

   

内核负责人：   

  朱  洁 

   

部门负责人：   

  任松涛 

   

 

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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