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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ST 乐通       公告编号：2020-070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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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案及相关披露文件之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开披露了《珠海市乐通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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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或“本次预案”）等

相关文件公告。 

因工作人员疏忽，存在若干笔误，需要对相关文件进行更正，笔误涉及到需

要更正的公告文件如下： 

更正事项 更正前 更正后 涉及原公告文件 

关于持有浙江启

臣的股权比例  

……（二）收购大晟资产、郭虎

等 7 名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

以股份方式支付，郭虎等七名自

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

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其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

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

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江启臣的

45.55% 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

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 名自

然人持有的浙江启臣的 54.45%

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

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总额。 

……（二）收购大晟资产、郭虎

等 7 名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

以股份方式支付，郭虎等七名自

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

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其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

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

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江启臣的

45.45% 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

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 名自

然人持有的浙江启臣的 54.55%

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

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总额。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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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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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摘要  

关于与上市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的承诺主体  

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自然人、

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  

郭虎等 7 名自然人、南华资产、

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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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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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摘要  

大晟资产关于募 ……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 ……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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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配套资金的股

份锁定承诺  

股份自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

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股份自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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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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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摘要  

各公告文件更正内容如下： 

一、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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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的相关内容更正 

1、“重大事项提示”之“三、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对价支付方式” 

更正前：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价：（一）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股权，现金支付

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二）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虎等

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其

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江

启臣的 45.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的

浙江启臣的 54.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

总额。 

更正后：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价：（一）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股权，现金支付

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二）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虎等

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其

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江

启臣的 45.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的

浙江启臣的 54.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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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2、“重大事项提示”之“五、募集配套资金概况”之“（七）股份锁定安排”、 

“第二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三）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之“7、股份锁定期安排”、“第六节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基本情况”

之“二、募集配套资金”之“（七）股份锁定期安排” 

更正前： 

本次配套融资中，上市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

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原因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锁

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更正后： 

本次配套融资中，上市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

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

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

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

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作出的重要承诺”之“（二）

交易对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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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晟资产、

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南

华资产、戈

玉华等 2 7

名自然人 

关于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

承诺 

1、本人/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不存在向上市

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更正后： 

9 

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南

华资产、戈

玉华等 2 7

名自然人 

关于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

承诺 

1、本人/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不存在向上市

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二、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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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摘要》的相关内容更正 

1、“重大事项提示”之“三、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对价支付方式” 

更正前：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价：（一）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股权，现金支付

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二）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虎等

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其

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江

启臣的 45.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的

浙江启臣的 54.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

总额。 

更正后：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价：（一）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股权，现金支付

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二）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虎等

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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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江

启臣的 45.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的

浙江启臣的 54.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

总额。 

2、“重大事项提示”之“五、募集配套资金概况”之“（七）股份锁定安排”、 

“第二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三）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之“7、股份锁定期安排” 

更正前： 

本次配套融资中，上市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

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原因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锁

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更正后： 

本次配套融资中，上市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

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

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

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

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作出的重要承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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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更正前： 

9 

大晟资产、

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南

华资产、戈

玉华等 2 7

名自然人 

关于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

承诺 

1、本人/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不存在向上市

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更正后： 

9 

郭虎等 7 名

自然人、南

华资产、戈

玉华等 2 7

名自然人 

关于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

承诺 

1、本人/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不存在向上市

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三、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的相关内容更正 

1、“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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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之“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方案”之“（4）交易对价的支付” 

更正前：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价：（1）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的股权的现金支

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2）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时，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

虎等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

其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

江启臣的 45.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

的浙江启臣的 54.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

款总额。 

更正后：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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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1）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的股权的现金支

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2）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时，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

虎等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

其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

江启臣的 45.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

的浙江启臣的 54.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

款总额。 

2、“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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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之“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7）

股份锁定安排” 

更正前： 

本次配套融资中，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拥有

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的，大晟资产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更正后： 

本次配套融资中，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拥有

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大晟资产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四、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的相关内容更正 

1、“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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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之“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方案”之“（4）交易对价的支付”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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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价：（1）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的股权的现金支

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2）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时，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

虎等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

其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

江启臣的 45.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

的浙江启臣的 54.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

款总额。 

更正后：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收购对

价：（1）收购南华资产、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所持核三力 45%的股权的现金支

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2）收购大晟资产、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所持浙江启臣 100%股权时，大晟资产的对价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郭

虎等七名自然人的对价以现金支付部分的比例不低于 50%且原则上不高于 60%，

其中现金支付部分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大晟资产收购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浙

江启臣的 45.4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公司本次收购郭虎等 7名自然人持有

的浙江启臣的 54.55%股权时所支付的现金价款）/浙江启臣 100%股权的转让价

款总额。 

2、“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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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之“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7）

股份锁定安排” 

更正前： 

本次配套融资中，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拥有

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的，大晟资产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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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配套融资中，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拥有

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大晟资产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大晟资产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五、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会影响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正常进行。更正后的《珠

海市乐通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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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交易预案（更新后）》、《珠海市乐通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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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摘要（更新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新后）》、《第五届监事会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新后）》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对上述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履行好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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