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报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唐
山港本次发行 218,086,956 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80,148,011.41 元，已
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我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指定陈亚辉、胡小娥
担任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规定，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及督
导项目组人员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笔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由公司提供。公司已
向本保荐机构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所涉及的所有文件、资料、笔
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全部责任。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15年11月17日至19日，我公司保荐代表人陈亚辉及督导项目组人员姚崟通
过考察经营场所、高管访谈、调阅相关资料等手段对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2015年5月29日）至本现场检查日（以下简称“检查
期”）的有关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二）信息披露情况；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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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1、公司治理体系的建设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组成的治理机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
事规则》、《监事会会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分别为公司的
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三者与公司高级管理层共同构建了分
工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公司的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公司董事会由 15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
董事 5 名；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公司监事会由 12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4 名，监
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公司在财务会计、募集资金、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
重大事项方面均建立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检查期内，公司能够遵守既定制
度，日常运作和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三会运作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1 次，董事会 3 次、监事会 3 次, 会议的通
知、召开、审议、表决等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公司
的治理机制能够发挥作用。
（二）信息披露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根据现行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工作，共
披露信息 39 份，具体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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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披露日期

1

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2015-05-29

2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2015-05-29

3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

2015-05-29

4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2015-05-29

5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5-05-29

6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2015-05-29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2015-05-29

8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15-06-02

9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

2015-06-06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5-06-06

11

五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5-06-06

12

五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5-06-06

13

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2015-06-06

14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
意见

2015-06-06

1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2015-06-06

16

公司章程（2015 年第二次修订）

2015-06-06

17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15-07-07

18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5-07-11

19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5-08-28

20

五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5-08-28

21

五届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5-08-28

22

董事会关于 2015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5-08-28

23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08-28

2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5-08-28

25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2015-08-28

26

董事会关于 2015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5-08-28

27

独立董事关于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5-08-28

28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5-09-08

29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09-16

30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2015-09-16

31

公司章程（2015 年第二次修订）

2015-09-16

32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2015-09-23

33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2015-09-24

34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5-10-29

35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5-10-30

36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5-10-30

37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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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关于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6#-40#煤炭泊
位工程投入试运行的公告

2015-11-05

39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5-11-12

经检查，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内部申报、审批等流程以及相关文件记录完整齐
备，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符合制度规定，有关记录文件保存完整；
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披露内容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的独立性
经检查，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
（1）资产独立
经现场走访公司主要经营场所，并查证公司土地使用权、房产等权属证明文
件、相关合同等文件，公司的资产完整。公司具备与业务有关的资产的所有权。
公司没有以资产或信誉为各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对全部资产有完全的控制支配
权，不存在资产、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2）业务独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港口装卸、运输、堆存仓储等物流服务，具有独立的产供
销业务体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设备、物资采购均由公司独立完成。公司与唐
港实业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经过法定程序批准，交易价格公允，并充
分、及时、准确地做出披露。公司的业务独立于其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3）人员独立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独立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管
理考核体系，并设有人力资源部专门负责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工作，在
人员编制和管理上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完全分开。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主
决定员工的薪酬和奖励，并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员工提供养老、失业、生
育、工伤、医疗、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社会保险和福利。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管人员的选举与任命均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过合法程序进行选举或任命，不存在被控股股东非
法干预的情况。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在公司
专职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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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4）机构独立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办公机构与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参股公司
完全分开，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况。公司自主设置内部机构，独立运
行，不受控股股东及其参控股公司或个人的干涉。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
营活动不受控股股东及其参控股公司或个人的干涉。
（5）财务独立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配置有独立的财务人员，建立了
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管理公司财务档案。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亦不存在将资金
存入控股股东银行账户的情况，资金使用亦不受唐港实业及其参控股公司的干
预。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均为独立纳税人，依法独立纳税。公司能够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独立作出财务决策。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
在资金往来、代垫费用等事项。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往来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
不存在资金往来、代垫费用等事项。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及管理
（1）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01 号文批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向 8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18,086,956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 11.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507,999,994.00 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7,851,982.5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80,148,011.41
元 ， 其 中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人 民 币 218,086,956.00 元 ， 资 本 公 积 人 民 币
2,262,061,055.41 元。
2015 年 5 月 20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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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唐山港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2015 年 5 月 2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1258 号
《验资报告》。
（2）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将募集资金
分别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海港支行 0403013329300051248 账
户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694071154 账户。
2015 年 5 月，唐山港与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海
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签订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解除。我公司委托保荐代表人陈亚辉和胡小娥
对该专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期内，上述三方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3）专户余额
经检查，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募集资
金账户无余额并已办理销户手续。
2、募集资金使用
（1）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唐山港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相关部门批准，并经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
前已由唐山港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唐山港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2,578,912,312.62 元，拟置换预先投
入金额 2,365,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本次置换金额

唐山港京唐港区 36#-40#煤炭泊位工程

2,578,912,312.62

2,365,000,00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出具了《募集
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
司第五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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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唐山港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事宜，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唐山港上
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唐山港实施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并
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2015 年 6 月 6 日，唐山港披露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
证报告》、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
见》以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按照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唐山港京唐港区 36#～40#煤炭泊位工程”，该项目拟以募集
资金投入 236,500 万元，若募集资金满足项目投资需要后有剩余，则剩余资金将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15 年 6 月，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中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需求 236,500 万元的部分，即 11,779.93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含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利息收入 100.32 万元和发行人律师、会计师、办理股份登记等发
行费用 164.81 万元）。
检查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1、关联交易
2015 年 1-9 月，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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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1-9 月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碱泊位运营费

1,149,557.20

唐山北方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仓储服务

4,869,965.28

唐山中远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

仓储服务

7,778,720.06

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出库费等

398,029.00

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

电费等

5,474,576.03

合计

19,670,847.57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1-9 月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费、物业费等

唐山港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理货费、油款等

440,111.69

唐山北方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卸火车费、油款

478,662.49

唐山中远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

油款、电费

651,324.66

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码头使用费、出库费

上海合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油款、运费等

2,890,412.15

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

调度服务费等

6,519,855.90

中铁联合物流（迁安）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唐山乐亭浩淼供水有限公司

维修、绿化、物业费等

6,830,264.73

11,334,834.40

55,218.12

合计

3,500,404.34
32,701,088.48

（3）出租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堆场租赁

合计

2015 年 1-9 月
1,048,500.00
255,000.00
1,303,500.00

（4）承租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5 年 1-9 月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封闭堆场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泊位后方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15#泊后方

6,286,830.00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1#泊位堆场、30#泊位扩建
堆场

5,651,497.50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19#泊位土地租赁

5,081,422.50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液体化工土地使用权

722,147.40

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

T 接高压送电线路

940,170.94

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临时堆场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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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泊位水渣临时堆场及
周边土地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1,275,000.00
23,090,872.39

（5）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关联方

唐山华兴海运有限公司

拆出金额

说明

1,078,452.28

公司原持有唐山华兴海运有限公司 60%股权，属
于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15 年 4 月 30 日转让给控
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
产生投资收益 1,078,452.28 元。

经检查，上述关联交易均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的相关规定。
2、对外担保
检查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3、重大对外投资
检查期内，除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重大对外投资事项。
（六）经营状况
根据 2015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公司第三季度报告，2015 年 1-9 月，公司营
业总收入 373,944.2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00%，主要为贸易类收入减少所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3,230.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8%。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660,770.78 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8.9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4,209.31 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44.80%。
检查期内，公司坚持主业为核心，稳健经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事项及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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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
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所报告的事项
检查期内，公司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中所指定的需要汇报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应备查资料，能够如实回答
保荐机构的提问并积极配合现场工作的开展。

六、现场检查的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检查期内公司表现出良好的独立性，内部治理规
范，募集资金使用合规，经营稳健，在上述各方面均不构成重大风险，同时，不
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指引》中所指定的需要汇报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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