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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般名词 

公司/上市公司/中盐化工 指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中盐化工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中盐吉兰泰盐

化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

限公司 100%股权、中盐吉兰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吉兰泰集团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本次购买资产 
指 

中盐化工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中盐吉兰泰盐

化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

限公司 100%股权、中盐吉兰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吉兰泰集团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100%股权 

配套融资、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中盐化工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盐吉兰

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吉兰泰集团纯碱

业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100%股

权 

中盐集团 指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盐业总公司” 

交易对方 指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吉兰泰集团 指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内蒙古吉兰

泰盐化集团公司” 

氯碱化工 指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高分子公司 指 中盐吉兰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纯碱厂 指 吉兰泰集团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中盐昆山 指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补充协议（二）》 指 

中盐化工与吉兰泰集团签署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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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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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审计、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交割日 指 中盐化工向吉兰泰集团购买标的资产完成交付之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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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作为中盐内蒙古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化工”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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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

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上市公司 2019 年度

报告、2020 年度报告，对公司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

见如下： 

一、前期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

两部分组成。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兰太实业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吉兰泰集团购买其持有的氯碱化

工 100%股权、高分子公司 100%股权、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中盐昆山

100%股权。 

2、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兰太实业向包括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赪汇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内的 21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非公开发行 121,580,547 股股份，共募集配套资金

799,999,999.26 元。 

（二）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前期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已履行的内部决策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吉兰泰集团董事会审议决定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中盐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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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交易的配套融资方案调整之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预核准通过； 

（2）本次交易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3）本次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4）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完成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6）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及承诺期 

根据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签署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主

要利润补偿情况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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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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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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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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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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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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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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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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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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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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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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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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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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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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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吉兰泰集团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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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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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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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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

成交割，则中盐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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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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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 

1、业绩补偿安排 

（1）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一致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分别对氯碱化工、

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进行年度审计，分别对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

纯碱厂、中盐昆山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上市公司聘请

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 

（2）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的实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

润之间的差异情况以最终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为准。 

（3）在盈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向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

昆山注入资金的，应按照资金注入时间权重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成本。 

（4）吉兰泰集团每一承诺年度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氯碱化工）=（氯碱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氯碱

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氯碱化工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

数总和×氯碱化工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高分子公司）=（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高分子公司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

测净利润数总和×高分子公司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纯碱厂）=（纯碱厂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纯碱厂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纯碱厂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纯

碱厂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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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金额（中盐昆山）=（中盐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中盐

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中盐昆山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

数总和×中盐昆山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2）就吉兰泰集团向上市公司的补偿方式，双方同意以吉兰泰集团于本次交

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现金

予以补偿。 

3）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现金分红的，吉兰泰集团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

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承诺期内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2、减值测试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的上市

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需累计补偿金额，则吉兰泰集团应向

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股份，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现金予以补偿。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

绩承诺期限内需累计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扣除

业绩承诺期间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三、2020 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实现业绩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的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1]22337号），标的单位截至2020年末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标的单位 
截至 2020 年末承诺

净利润（万元） 

截至 2020 年末实现

净利润（万元） 
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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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化工 60,730.45 70,436.82 115.98%  

高分子公司 1,910.32 24,368.65 1275.63%  

纯碱厂 3,704.85 2,995.51 80.85%  

中盐昆山 16,366.05 -494.07 -3.02%  

合计 82,711.67 97,306.91 117.65%  

注：表中实现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汇总角度看，截至 2020 年末，四项标的资产合计超额实现扣非净利润

14,595.24 万元，业绩承诺合计完成率为 117.65%。但从单个标的资产角度看，

纯碱厂和中盐昆山未完成业绩承诺。 

四、纯碱厂及中盐昆山未完成前期业绩承诺的原因分析 

（一）疫情期间纯碱下游企业开工不足、运输受限，导致存货积

压、供需失衡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纯碱下游企业开工不足；下半年，下游企业陆

续复工复产，纯碱市场有所回暖，但受疫情以来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需求

总体呈萎缩态势。同时，疫情期间产品运输受到明显影响，部分产品无法运达下

游客户。纯碱生产企业整体库存快速攀升，市场供求失衡，纯碱价格迅速下滑。

纯碱企业低价抛售现象相对较多，纯碱市场持续低迷。 

期末库存量 2019 年 
2020 年一

季度 

2020 年二季

度 

2020 年三

季度 

2020 年四季

度 

纯碱厂（万吨） 0.94 3.35 3.98 0.48 0.18 

中盐昆山（万吨） 0.31 1.32 0.91 0.11 0.21 

（二）受疫情影响，纯碱价格一度下跌至历史低位 

2020 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纯碱市场形成较大的冲击，尤其是下游需

求受到疫情影响明显，带动纯碱价格走势较为低迷。以重质纯碱为例，价格创最

近十年以来新低。2010-2020 年纯碱市场总体价格走势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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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万得资讯 

纯碱厂和中盐昆山纯碱价格表现与市场总体保持一致，即受疫情影响 2020

年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纯碱销售价格低迷，下半年随着复工复产逐步推进纯碱

价格有所回升。 

2020 年分季度，纯碱厂和中盐昆山销售价格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标的企业 2020 年一季度 2020 年二季度 2020 年三季度 2020 年四季度 

纯碱厂 1,245.00 1,052.19 1,109.15 1,349.82 

中盐昆山 1,271.91 1,060.41 1,215.49 1,321.85 

总体而言，疫情对纯碱市场的影响十分明显，纯碱厂和中盐昆山 2020 年纯

碱销售价格均明显低于 2019 年实际销售价格及 2020 年预测价格。2020 年全

年，纯碱厂纯碱销售均价为 1,189.40 元/吨，较 2020 年度预测价格 1,527.35 元/

吨下降 22.13%。中盐昆山纯碱销售均价为 1,222.68 元/吨，较 2020 年度预测价

格 1,518.70 元/吨下降 19.49%。 

2020 年分季度，纯碱厂和中盐昆山实际销售价格和预测价格对比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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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 2020 年纯碱厂和中盐昆山的纯碱销售价格也明显低于 2018 年

及 2019 年。最近三年，纯碱厂和中盐昆山纯碱销售价格如下： 

单位：元/吨 

标的企业 2018 年 2019 年 
2018-2019 年

平均值 
2020 年 

2021 年第一

季度平均值 

纯碱厂 1,532.23 1,489.85 1,511.04 1,189.40 1,310.20 

中盐昆山 1,560.54 1,481.71 1,521.13 1,222.68 1,313.25 

注 1：表中 2018 年-2019 年平均值取 2018 年及 2019 年销售价格的平均值 

注 2：2021 年第一季度平均值为未经审计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受疫情影响，2020 年纯碱厂及中盐昆山纯碱售价明显低

于疫情以生前的 2018 年及 2019 年。且低于国内疫情控制后经济运行逐步恢复

正常的 2021 年第一季度。 

根据纯碱协会数据，2020 年国内纯碱行业整体产能、产量、销量较 2019 年

都有不同幅度的减少。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吨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变化幅度 

纯碱产能 3,224.00 3,134.00 -2.79% 

纯碱产量 2,925.00 2,787.00 -4.71% 

纯碱销量 2,750.00 2,568.00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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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碱厂实际销售单价 纯碱厂预测销售单价

中盐昆山实际销售单价 中盐昆山预测销售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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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碱作为基础化工原料，存在一定的刚需，但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行业

产销量整体下降。疫情初期，物流受限，造成全年出货不均匀，上半年库存累

超 170 万吨，5 月下旬价格下跌至近十年历史低位，9 月起有所回升，但维持时

间不长，10 月起再次回落。受疫情影响，下游产业链受终端消费不足影响，效

益下滑，经产业链向上传导，对纯碱价格形成挤压。造成全年平均价格下降明

显。 

（三）纯碱价格对标的公司 2020 年业绩影响的因素分析 

纯碱价格对纯碱厂 2020 年业绩的影响=（实际单价-预测单价）*预测销量

=-337.95 元/吨*32.8 万吨=-11,084.66 万元 

纯碱价格对中盐昆山 2020 年业绩的影响=（实际单价-预测单价）*预测销量

= -296.02 元/吨*66 万吨=-19,537.32 万元 

由此可见，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纯碱单价下降对标的资产业绩影响较

大。2020 年纯碱厂及中盐昆山的实际业绩较预测业绩的缺口分别为 747.40 万元

和 16,936.25 万元。纯碱价格下降对纯碱厂和中盐昆山业绩影响金额分别为-

11,084.66 万元和-19,537.32 万元，纯碱价格下降对业绩的影响金额高于业绩缺

口。 

五、业绩承诺调整的具体内容 

2020 年 5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规定：对于尚处于业绩承

诺期的已实施并购重组项目，标的资产确实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收入、利润等

难以完成的，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标的资产业绩受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分阶

段充分揭示标的资产可能无法完成业绩目标的风险。在上市公司会同业绩承诺

方对标的资产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做出充分评估，经双方协商一致，严格履行

股东大会等必要程序后，原则上可延长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或适当调整承诺内

容，调整事项应当在 2020 年业绩数据确定后进行。 

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有关指导意见，公司与交易对方经协商拟对原重组

业绩承诺进行部分调整，拟调整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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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吉兰泰集团对纯碱厂及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的业绩承诺顺延一

年，即吉兰泰集团承诺纯碱厂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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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43 万

元、2,003.03 万元及 2,091.93 万元，吉兰泰集团承诺中盐昆山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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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 

调整后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为： 

（一）业绩承诺方案 

吉兰泰集团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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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3,292.58 万元、27,437.87 万元、26,875.23 万元、25,471.03 万元。 

吉兰泰集团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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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91 万元、1,102.41 万元、1,088.92 万元、1,104.81 万元。 

吉兰泰集团承诺，纯碱厂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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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42 万元、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2,091.93 万元。 

吉兰泰集团承诺，中盐昆山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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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12 万元、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 

（二）利润差异的确定 

1、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一致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分别对氯碱化工、高

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进行年度审计，分别对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

纯碱厂、中盐昆山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上市公司

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

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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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的实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润

之间的差异情况以最终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为准。 

3、在盈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向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

山注入资金的，应按照资金注入时间权重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成本。 

（三）盈利差异的补偿 

1、吉兰泰集团每一承诺年度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氯碱化工）=（氯碱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氯

碱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氯碱化工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氯碱化工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高分子公司）=（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高分子公司补偿期限内各年的

预测净利润数总和×高分子公司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纯碱厂）=（纯碱厂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纯碱厂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纯碱厂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纯碱厂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纯碱厂 2020 年度业绩情况除外）； 

应补偿金额（中盐昆山）=（中盐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中

盐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中盐昆山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中盐昆山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中盐昆山 2020 年度业绩情

况除外）。 

2、就吉兰泰集团向上市公司的补偿方式，双方同意，以吉兰泰集团于本次

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

现金予以补偿。 

3、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

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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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现金分红的，吉兰泰集团现金分红的部分应

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承诺期内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

数量。 

4、如果吉兰泰集团因标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其净利润承诺数而

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吉兰泰集团

应补偿的股份。上市公司应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60 日内召开董

事会审议关于回购吉兰泰集团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发出关于召开

审议前述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

销方案的，上市公司应相应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

相关程序，上市公司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30 日内，书面通知吉兰泰集团股

份回购数量。吉兰泰集团应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

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

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自吉兰泰集团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该等股份不

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四）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的

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需累计补偿金额，则吉兰泰集团应向

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股份，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现金予以补

偿。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限内需累计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扣除

业绩承诺期间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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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泰集团因标的资产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

补偿及现金补偿金额总计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六、业绩承诺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影响，本着对公司和全

体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交易对方与公司协商，双方拟签署《补充协议

（二）》，对原业绩承诺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体现了公司经营管理层及交易对

方对标的公司发展的信心，有利于降低短期不可抗力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利于

稳定中盐化工产业经营和未来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

的情形。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七、业绩承诺方案调整后业绩实现的情况 

根据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氯碱化工和高分子公司已实现 2020 年度业绩

承诺，纯碱厂和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业绩承诺顺延至 2021-2023 年履行。 

八、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程序履行情况 

（一）已履行的有关程序 

1、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调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的议案》。 

2、独立董事对调整业绩承诺方案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3、交易对方已通过相应内部决策程序，并与上市公司签署《补充协议

（二）》。 

（二）尚未履行完毕的程序 

1、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协议内容将在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业绩

承诺方及其关联方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16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决议、独立董事的意

见、定期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1]22337 号《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方

案调整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调整的原因主要系标的公司业绩受 2020 年新

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本次调整体现了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控股股东的信心，

有利于降低短期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指导意

见，公司本次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具有一定合理性。 

2、上市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对本次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调整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交易对方已通过相应内部决策程序，并与上市公司签署《补充协议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协议内容将在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时，业绩承诺方及其关联方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3、根据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氯碱化工和高分子公司已实现 2020 年度

业绩承诺，纯碱厂和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业绩承诺顺延至 2021-2023 年履

行。  



 

17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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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

诺与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姚涛  刘崇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