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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本报告书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整体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关联董事林世达先生在审议本次管理层收购相关事项时回避表

决，本公司其他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管理层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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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除特别说明，在本预案中，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意义： 

简称 指 含义 

一、普通术语 

公司、发行人、青松股份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 

香港诺斯贝尔 指 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诺斯贝尔 指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 

股东大会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管人员、高级管理人员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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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公司章程》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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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协议》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

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 
指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自身股权市场价值所涉

及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6407 号） 

注：本预案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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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FuJian Green Pine Co.,Ltd 

注册地址： 福建省建阳市回瑶工业园区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回瑶工业园区 

成立时间： 2001 年 1 月 15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09 年 5 月 31 日 

上市时间： 2010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51,658.09 万元 

经营范围： 

药用辅料[樟脑(合成)]、原料药[樟脑(合成)]、中药饮片（冰

片）的生产；2-莰醇（冰片）、莰烯、双戊烯的生产；1，2-二

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氢氧化钠溶液[含量≥

30%]、松节油、乙酸[含量>80%]、溶剂油[闭杯闪点≤60℃]、

莰烯、α-蒎烯、β-蒎烯、2-莰醇、双戊烯、三乙胺、氯化苄、

正磷酸、硼酸、三氟化硼、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甲基异丙基

苯、甲醇（剧毒品除外）的批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香料及香料油的生产；医药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销售；非织造布、化妆品

的制造及销售；对外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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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范展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7264402916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 

股票简称： 青松股份 

股票代码： 300132 

联系电话： 0599-5820265 

邮政编码： 354200 

公司网址： http://www.greenpine.cc/ 

电子信箱： luoqihui@greenpin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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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两大板块业务，即面膜、护肤品、湿巾等化妆品的设计、研

发与制造业务，以及松节油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1、化妆品业务 

公司化妆品业务主要由子公司诺斯贝尔作为业务经营主体。诺斯贝尔专注

于面膜、护肤品、湿巾和无纺布制品等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制造，是中国本土

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化妆品生产企业之一。诺斯贝尔业务经营模式以ODM为主，

为下游的品牌商提供从创意到产品、设计与制造等全案服务。 

诺斯贝尔建有先进的研发中心和国际化标准的生产基地，为众多化妆品品

牌企业提供专业的化妆品生产服务，产品涵盖面膜系列、护肤品系列、湿巾系

列、无纺布及其他系列等四大品类。 

（1）面膜系列产品 

面膜是指涂抹或敷贴于人体皮肤表面，经一段时间后揭离、清洗或保留，

起到清洁、保湿、美白、抗皱、舒缓等作用的产品。面膜根据产品形态，可分

为：面贴膜、膏状面膜、粉状面膜、撕拉式面膜等。诺斯贝尔面膜类产品主要

为面贴膜及膏状面膜。 

面贴膜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面膜类型，由面膜基布和精华液两部分组成。

按基布膜材分类，诺斯贝尔生产的面贴膜品类有：天丝、纯棉、超细纤维、竹

纤维、竹炭纤维、生物质石墨烯纤维、生物纤维以及水凝胶等。按使用部位分

类，诺斯贝尔生产的品类有：面膜、眼膜、鼻膜、唇膜、手膜、足膜等。 

膏状面膜是指具有膏霜、乳液或啫喱外观特性的面膜产品。诺斯贝尔生产

的膏状面膜有：免洗型睡眠面膜、洗去型泥浆面膜等。 

诺斯贝尔面贴膜类产品营收占比较大，因此将面贴膜从护肤品中分开单独

列示，本报告所称面膜系列产品仅指面贴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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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肤品系列产品 

护肤品系列产品包括护肤类产品、洁肤类产品、底妆类产品、特殊用途化

妆品及其他类产品等。 

（3）湿巾系列产品 

湿巾系列产品包括清洁卫生湿巾、婴儿湿巾、卸妆湿巾、医疗湿巾及其他

湿巾。 

（4）无纺布制品及其他系列产品 

公司无纺布制品涵盖压缩面膜、洁面干巾等无纺布产品。 

2、松节油深加工业务 

松节油深加工业务即以松节油为主要原料，通过化学和物理加工方法生产

合成樟脑、合成樟脑中间产品和副产品、冰片等精细化工产品。全资子公司福

建南平青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化工”）系松节油深加工业务的主

要经营主体。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日化、医药、饲料、纺织、皮革、塑料等化

工行业，特别是作为医药及医药中间体、香精香料原料、工业功能材料，具有

难以替代的作用。 

（二）公司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公司 2019 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了诺斯贝尔 90%股份，2020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领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了诺斯贝

尔 10%股份，从而合计持有诺斯贝尔 100%股份。诺斯贝尔以化妆品 ODM 业务

为主，主要产品包括面膜、护肤品、湿巾以及其它无纺布制品等。公司从松节

油深加工领域进入面膜、护肤品和湿巾等化妆品的设计、研发和制造业务领域，

为公司增加了新的业绩增长点，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近年来受PPI（生产价格指数）上涨及化工行业供给侧调整等因素影响，化

妆品原料和包装材料的价格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部分化妆品原料依赖于

国外进口，疫情以来受到国外原材料供应商减产、航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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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进口原材料短缺、价格上涨情形，对化妆品制造业务的生产、销售及业绩

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公司是国内松节油深加工行业龙头企业，近年国内外竞争对手逐渐恢复、

扩建合成樟脑及相关产品生产线，同时亦吸引了部分新进入者，一方面由于产

品市场需求较为稳定，销售端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行业新增产能

将推高主要原材料松节油价格。因此，松节油深加工业务供需两端承压，行业

加快利润水平回归，行业景气度回落明显。 

公司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深挖化妆品等大消费业务产业价值，计划将主要

资源向化妆品、大消费业务方向聚焦。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两家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公开征集意

向受让方的议案》，拟同意转让从事松节油深加工业务的两家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并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2022 年 11 月 17 日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

意公司将持有的两家全资子公司青松化工、香港龙晟 100%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25,600 万元、2,822.4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义年先生，股权转让对价合计

28,422.47 万元。202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王义年先生及青松化工、香港龙晟

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王义年关于福建南平青松化工

有限公司、龙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收到王义年先生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款 12,8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青松化工欠公司拆借款余额为 43,070.34 万元，已满足交易双方约定的青

松化工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条件。2022 年 11 月 23 日，交易双方向南平市建阳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青松化工的股权变更登记。同时，王义年先生将青松

化工 100%股权质押给公司，并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公司

不再持有青松化工的股权，并成为青松化工股权质权人。若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公司将不再从事松节油深加工业务；上述股权转让仍在进行中，相关事项尚存

在不确定性。 

（三）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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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12.31/2021

年度 

2020.12.31/2020

年度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459,076.93 462,665.14 465,50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545.24 313,440.58 302,801.85 

营业收入 369,325.47 386,476.22 290,81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166.56 46,079.57 45,31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501.86 45,338.79 43,14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19.58 80,583.56 67,62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0% 14.86% 19.62% 

（四）最近三年年度报告刊登的媒体名称及时间 

项目 媒体名称 披露时间 

2021 年度报告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2 年 4 月 27 日 

2020 年度报告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4 月 28 日 

2019 年度报告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4 月 27 日 

（五）本次收购前重大变化情况 

公司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深挖化妆品等大消费业务产业价值，计划将主要

资源向化妆品、大消费业务方向聚焦。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两家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公开征集意

向受让方的议案》，拟同意转让从事松节油深加工业务的两家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并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2022 年 11 月 17 日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

意公司将持有的两家全资子公司青松化工、香港龙晟 100%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25,600 万元、2,822.4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义年先生，股权转让对价合计

28,422.47 万元。202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王义年先生及青松化工、香港龙晟

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王义年关于福建南平青松化工

有限公司、龙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收到王义年先生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款 12,8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青松化工欠公司拆借款余额为 43,070.34 万元，已满足交易双方约定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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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化工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条件。2022 年 11 月 23 日，交易双方向南平市建阳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青松化工的股权变更登记。同时，王义年先生将青松

化工 100%股权质押给公司，并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公司

不再持有青松化工的股权，并成为青松化工股权质权人。若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公司将不再从事松节油深加工业务；上述股权转让仍在进行中，相关事项尚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等议案。为优化公司治理，提高决策

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证监会公告[2022]2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董事会成员由 9名调整为 6名，并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修改。鉴于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人数为 2 名，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 3

名独立董事人数，且独立董事罗党论先生因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即将满六年，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14 号）以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罗党论先生已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增补唐清泉先生、钱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

独立董事，增补后独立董事人数增加至 3 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同时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进行了相

应修订。以上议案经公司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三、公司股本情况 

（一）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516,580,886 股。其中：无限售股份

为 492,024,055 股，限售股份为 24,556,83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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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方及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收购方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收购人通过一致行动

人香港诺斯贝尔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47,392,04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9.17%。 

（三）公司前 10 名股东名单及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诺斯贝尔（香港）无

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47,392,045 9.17% 境外法人 

2 
吉安广佳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44,422,557 8.6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 范展华 11,332,803 2.19% 境内自然人 

4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金美

好鑫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7,565,337 1.46% 其他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潜力价

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599,268 1.28% 其他 

6 
广东维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 
6,025,900 1.17% 境内非国有法人 

7 
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5,208,820 1.01% 境内非国有法人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红利优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108,793 0.99% 其他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太平洋人寿股票相对

收益型产品（寿自

营）委托投资 

4,025,822 0.78% 其他 

10 钟宝申 3,839,900 0.74% 境内自然人 

合计 141,521,245 27.39%  

（四）公司持有收购方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未持有或通过第三方持有收购方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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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向诺斯贝尔

（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650 号）核准，公司向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诺斯贝尔）等 17 名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0,660,886

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1.56元，股份支付对价为 1,510,439,956.60

元）及支付现金（现金对价为 919,560,043.40 元）合计对价 24.30 亿元以购买诺

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斯贝尔）90%的股权。上述股本变更

情况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闽华兴所(2019)验字 H-001 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受理公司

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并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

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为 130,660,886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130,660,886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该次非公开发行系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未募集货币资金。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运 行 具 体 情 况 见 公 司 本 次 披 露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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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方的关

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林世达先生系上市公司董事，并通过一致行动人香

港诺斯贝尔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47,392,04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17%。公司本次创业板向林世达先生 1 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完成

后，林世达先生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构成管理层

收购。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方林世达先生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

收购方及其关联企业兼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林世达先生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于收购方及其关联企业兼职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

本报告书出具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2022 年 9 月 30 日持股数量（股） 

范展华 董事长、总裁 11,332,803 

王勇 监事 824,503 

此外，本次收购方、公司董事林世达先生还通过 100%持股香港诺斯贝尔间

接持有公司 47,392,04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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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其他应予披露的利益冲突说明 

1、本次收购中，除林世达先生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因该项收购而获得利益的情形，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通过获利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的情形； 

2、除林世达先生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其他任何

人签订取决于收购结果的合同或者安排； 

3、除林世达先生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林世达先

生及其关联方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 

4、除林世达先生之外，公司其他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林世达先生及其关联方

之间未有重要的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5、2022 年 10 月，公司基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效率考虑，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将董事会成员由 9 名调整为 6 名，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进行修改。在独立董事罗党论先生因独立董事职务即将满 6 年提出离职后，公

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增补 2名独立董事，增补后独立董事人数增加至 3人。

除此之外，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未作出涉及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

司章程条款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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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董事会说明、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的意

见 

一、董事会说明 

（一）关于评估报告的说明 

公司已聘请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

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自身股权市场价值所涉及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6407 号），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390,669.19 万元。 

（二）对收购方以及本次收购的核查意见 

由于林世达先生为上市公司董事，林世达先生通过本次发行成为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林世达

先生认购本次发行构成对公司的管理层收购。 

公司董事会认为，林世达先生通过其 100%控股的一致行动人香港诺斯贝尔

间接持有公司 9.17%股份，目前已经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认购并获得对公

司的控制权，能够进一步有效保证公司的稳定经营，实质上并未导致公司控制

权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并未显著改变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或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林世达先生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存在公司及其

他关联方直接或间接为林世达先生本次认购提供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本次管理层收购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但公

司的资产、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的独立性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公司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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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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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本次收购后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收购方已作出关于保证上

市公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且相关承诺

持续正常履行。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董皞先生、唐清泉先生、钱晓明先生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阅读公司董事会聘

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世纪证券就公司本次管理层收购出具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审查

了相关文件，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从独立、公正的角度出发做出了

审慎判断，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发行完成后，林世达先生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管理层收购。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比例达到 1/2；已聘请评估机构对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本

次管理层收购出具专业意见。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管理层收购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和批准程序、收购条件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管理层收购出具了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事项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该报告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18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未发生以下对本

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1、与本公司订立对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合同； 

2、本公司其他进行资产重组或者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3、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协议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本公司对

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4、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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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董事会全体成员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

均已进行详细审查。董事会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范展华                  林世达                  林悦聪 

 

 

                                                                        

董  皞                   唐清泉                钱晓明 

 

 

 

 

   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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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声明 

全体独立董事与本次管理层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本报告书中援引的独立

董事意见，是我们对本次收购履行了诚信义务后，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向股东提出的，该意见是客观审慎的。 

 

独立董事签字： 

 

 

 

                                                                        

董  皞                  唐清泉                 钱晓明 

 

 

 

 

   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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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公司章程； 

2、独立董事意见； 

3、林世达先生与公司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4、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5、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查阅地点及联系人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序号 项目 董事会秘书 

1 姓名 骆棋辉 

2 通讯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回瑶工业园区 

3 邮政编码 354200 

4 联系电话 0599-5820265 

5 传真号码 0599-5820900 

6 电子邮箱 luoqihui@greenpine.cc 

7 公告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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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

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范展华                  林世达                  林悦聪 

 

 

                                                                        

董  皞                    唐清泉                钱晓明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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