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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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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京天股字（2016）第 101-2 号

致：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唐山港的委托，担任唐山
港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就唐山港本次交易事宜出具京天股字（2016）
第 10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港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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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京天股字（2016）第 101-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港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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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
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本所律师现就中国证监会针对唐山港本次交易出具的 160912 号《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要
求律师补充说明的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作为《法律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一）》的补充，本所
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及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
意见（一）》中的表述，本所在《法律意见》中发表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补
充法律意见（一）》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
（一）》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唐山港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唐山港本次交易申请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并上报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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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本所律师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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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馈问题 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采取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唐港实业持有的津航疏浚 30%股权、唐港铁路
18.58%股权、曹妃甸实业 10%股权。请你公司：1）逐条对照《关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经营性资产”的相关问答》的要求，
补充披露上述事项的合规性。2）补充披露是否存在是否津航疏浚、唐港铁路、
曹妃甸实业剩余股权的后续计划和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一）逐条对照《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经
营性资产”的相关问答》（以下简称“《问答》”）的要求，补充披露上述事
项的合规性
经本所律师逐条对照，本所律师认为，唐山港本次交易符合《问答》的要
求，具体情况如下：
1、少数股权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关系
本次交易中，唐山港拟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唐港
实业持有的津航疏浚 30%的股权、唐港铁路 18.58%的股权、曹妃甸实业 10%
的股权。
根据唐山港的确认、其营业执照、定期报告等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唐山
港系主导唐山港京唐港区规划、建设及经营的大型港口企业集团，主营港口装
卸、运输、堆存仓储等业务，其经营的货种以铁矿石、煤炭、钢铁为主，以液
化产品、水渣、汽车、木材、粮食和机械设备为辅。
根据津航疏浚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津航疏浚主要从事疏通、扩宽或深
挖港口及航道业务，港口疏浚有利于保持和改善港口通航条件、保护航道安全、
维护航道网络完整和畅通。
根据唐港铁路、唐山港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唐港铁路主要从事铁路运
输业务，其运营线路北起大秦铁路迁安北站，经过京秦线的滦县站，南至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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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营业里程 232 公里，正线延展里程 419 公里。唐港
铁路与国内煤炭运输通道大秦铁路直接相连，连接大秦铁路与唐山港两大港区
（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上游对接货主，下游对接港口。唐山港收购唐港铁
路少数股权后，有利于提高对经济腹地货源生成量、运量等信息的获取效率，
并增强对销售渠道的影响力。
根据曹妃甸实业及本所律师核查，曹妃甸实业主要从事曹妃甸港区铁矿石
和煤炭的装卸、堆存和仓储业务，业务模式、经营货种、经济腹地均与唐山港
相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唐山港本次收购的少数股权与上市公司现有主
营业务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通过本次交易注入上市公司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
独立性、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符合《问答》第（一）项的规定。
2、少数股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应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占
上市公司同期合并报表对应指标的比例
根据津航疏浚、唐港铁路、曹妃甸实业及唐山港 2015 年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津航疏浚 30%的股权、唐港铁路 18.58%的股权、曹妃甸实业 10%的股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5 年度）对应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三项指
标占上市公司同期合并报表对应指标计算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津航疏浚 30%股权

1,110.42

5,570.34

4,336.48

唐港铁路 18.58%股权

64,280.93

191,499.81

108,291.67

曹妃甸实业 10%股权

17,040.77

76,914.39

28,818.59

3 个少数股权金额合计

82,432.12

273,984.55

141,446.75

唐山港合并报表数据

515,736.92

1,664,443.51

1,039,630.70

15.98%

16.46%

13.61%

项目

占比

注：少数股权对应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为其各自 2015 年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乘以拟购买的股权比例。

经计算，唐山港本次拟购买的 3 个少数股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5 年度）
对应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三项指标分别占上市公司同期合并报表
对应指标的 15.98%、16.46%、13.61%，均不超过 20%，符合《问答》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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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唐山港本次交易符合《问答》规定的要求。
（二）是否存在收购津航疏浚、唐港铁路、曹妃甸实业剩余股权的后续计
划和安排。
根据唐山港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唐山港不存在收购津航疏
浚、唐港铁路、曹妃甸实业剩余股权的后续计划和安排。但本次交易完成后，
如津航疏浚、唐港铁路、曹妃甸实业实施增资或其他股东拟进行股权转让，或
者相关政府部门对唐山地区港口领域进行重组整合，不排除唐山港认购津航疏
浚、唐港铁路、曹妃甸实业新增注册资本或收购津航疏浚、唐港铁路、曹妃甸
实业剩余股权的可能性。
二、 反馈问题 4：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前，唐港实业持有上市公司
43.48%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后，如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唐港实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增加至 46.96%；如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以
发行底价进行测算），唐港实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增加至 44.43%。请
你公司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
规定，补充披露唐港实业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证券法》第九十八条规定：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
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
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就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唐山港股份，唐港实业作出如下承诺：
“1、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唐山港股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
市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公司由于唐山港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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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唐山港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3、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的明确要求的，按照监管
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本所律师认为，唐港实业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符
合《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三、 反馈问题 5：申请材料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唐港铁路无
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其中，以列表形式披露的 34 宗土地中有 32 宗为划
拨取得。除列表披露的 34 宗土地外，唐港铁路拥有的其他土地使用权证书正
在办理过程中。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其他土地
的具体情况。2）补充披露划拨土地的面积占比情况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土地的面积占比情况。3）结合《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国发
[2008]3 号）及其他划拨用地政策，补充披露划拨用地注入上市公司是否违反
相关规定，如涉嫌违反，是否已采取必要措施进行纠正，并补充披露由此形成
的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及对本次交易评估值的影响。4）补充披露划拨用地政
策调整风险对本次交易及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唐港铁路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的具体情况
根据唐港铁路确认，唐港铁路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土地使
用单位

土地性
质

土地面积
（m2）

土地座
落位置

土地使用
期限

土地用途

他项
权利

1

唐港铁
路

划拨

984,700.17

迁安市

长期

铁路用地

无

2

唐港铁
路

划拨

1,163,246.84

滦县

长期

铁路用地

无

3

唐港铁
路

划拨

886,745.78

乐亭县

长期

铁路用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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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土地使
用单位

土地性
质

土地面积
（m2）

土地座
落位置

土地使用
期限

土地用途

他项
权利

4

唐港铁
路

划拨

4,359,361.64

曹妃甸
区

长期

铁路用地

无

5

唐港铁
路

划拨

1,552,141.45

海港开
发区

长期

铁路用地

无

（二）唐港铁路划拨土地的面积占比情况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的
面积占比情况
根据唐港铁路确认，唐港铁路目前使用的土地面积共计 13,009,405.79 平
方米，其中划拨土地面积为 12,986,438.20 平方米，占使用土地总面积的
99.82%；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面积为 8,946,195.88 平方米，占使用
土地总面积的 68.77%。
（三）划拨用地注入上市公司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如涉嫌违反，是否已采
取必要措施进行纠正；由此形成的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及对本次交易评估值的
影响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
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下列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
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
（1）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
（2）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3）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根据《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铁路交通设施用地属于国
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
权，铁路交通设施用地具体包括：
（1）铁路线路、车站及站场设施；
（2）铁路运输生产及维修、养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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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铁路防洪、防冻、防雪、防风沙设施(含苗圃及植被保护带)、生产防
疫、环保、水保设施；
（4）铁路给排水、供电、供暖、制冷、节能、专用通信、信号、信息系统
设施；
（5）铁路轮渡、码头及相应的防风、防浪堤、护岸、栈桥、渡船整备设施；
（6）铁路专用物资仓储库（场）；
（7）铁路安全守备、消防、战备设施。
根据唐港铁路确认，唐港铁路目前拥有的划拨土地均为铁路交通设施用地，
符合《土地管理法》和《划拨用地目录》的规定。
2008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其中规定，
“国土资源部要严格限定划拨用地范围，及时调整划拨用地目录。今
后除军事、社会保障性住房和特殊用地等可以继续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外，对
国家机关办公和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产业）、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各类
社会事业用地要积极探索实行有偿使用，对其中的经营性用地先行实行有偿使
用。
”但截至目前，上述文件尚无配套的实施细则出台，《划拨用地目录》也尚
未作出修改。
本次交易中，唐港实业将其持有的唐港铁路 18.58%的股权注入唐山港，
本次交易完成后，唐山港不会对唐港铁路合并财务报表，上述划拨土地资产不
会成为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资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中唐港铁路拥有的部分土地为划拨土
地符合《土地管理法》、《划拨用地目录》等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四）划拨用地政策调整风险对本次交易及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唐港铁路使用的部分土地为划拨土地符合《土地管理法》、《划
拨用地目录》等相关规定，但若将来国家划拨用地政策调整，唐港铁路目前使
用的划拨用地不再属于划拨用地范围，则唐港铁路需要对相关划拨用地支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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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金，办理出让手续。如唐港铁路目前使用的划拨用地将来变更为出让用
地，并实际支付了土地出让金，会直接导致唐港铁路减少货币资金或增加负债，
但该变更也会同时增加唐港铁路的无形资产，并不会因此引起唐港铁路的资产
价值减少，亦不会因此引起唐港铁路的股权价值降低。
若国家划拨用地政策调整，唐港铁路目前使用的划拨用地不再属于划拨用
地范围，则唐港铁路在对相关划拨用地支付土地出让金，办理出让手续后仍可
继续使用相关土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若划拨用地政策调整，对本次交易及唐港铁路
未来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 反馈问题 6：申请材料显示，津航疏浚持有河北省建设厅颁发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B3374013020601），资质等级为航道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质证书的有效期，到期后是否需要续展、
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津航疏浚目前持有的河北省建设厅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
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B3374013020601）未记载证书有
效期。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
（建市[2015]20 号）、《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
[2015]154 号）、《关于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通知》（建办市函
[2015]870 号）
，持有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须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 号）申请换领新证。
根据津航疏浚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津航疏浚已于 2016 年 5 月 5 日向唐
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换领新证并已获得批准，目前新的《建筑业企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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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证书》正在制作核发过程中。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津航疏浚目前已按照相关规定申请换发新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已获得批准，取得新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不存在
法律障碍，对本次交易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五、 反馈问题 7：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 1 月 1 日期实施的《铁路运输
企业准入许可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从事铁路旅客、货物公共运输营业的企
业法人，应向国家铁路局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取得铁路运输许可证。申请
材料显示，唐港铁路持有河北省铁路管理局颁发的《地方铁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冀铁运字 13-006 号），有效期自 2013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3 日。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唐港铁路是否需要向国家铁路局申请办理铁路运输许可证，
如需要，补充披露办理进展情况、预计完成时间、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对本次
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唐港铁路持有的《地方铁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系依据《河
北省地方铁路条例》向河北省铁路管理局申请取得。
《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规定，从事地方铁路运输营业应当取得省铁路管
理机构核发的地方铁路运输营业许可证。地方铁路运输营业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三年。地方铁路运输企业需要延续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省
铁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省铁路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地方铁路运输企业的申请，
在有效期届满前依法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书面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
予延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
《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最近一次修订的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4 日，修订时间在交通运输部《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颁布之后，
目前仍为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
根据唐港铁路确认，截至目前尚无相关部门要求唐港铁路根据《铁路运输
企业准入许可办法》向国家铁路局申请取得铁路运输许可证，唐港铁路将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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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地方铁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届满前依据《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向河北省
铁路管理局申请续展，续展该项资质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
经本所律师核查，
《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系交通运输部颁布，属部
门规章，而《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系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属地方性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
定，作为部门规章的《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的效力层级并不高于作为
地方性法规的《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经本所律师向国家铁路局咨询确认，目
前国家铁路局正在和河北省相关部门协商解决上述法规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河
北省内地方铁路运输企业均未根据《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向国家铁路
局申请取得铁路运输许可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唐港铁路依据《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取得《地
方铁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而未依据《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向国家铁路
局申请铁路运输许可证，系由于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
致造成的；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和《铁
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问题需要国务院提出意见，或决
定适用地方性法规，或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适用部门规章；
唐港铁路在《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颁布实施之前已依据《河北省地方
铁路条例》的规定取得《地方铁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有权机关对《河北省地
方铁路条例》和《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问题作出裁
决或相关规定做出修改后，再根据裁决或修改结果确定是否需要向国家铁路局
申请取得铁路运输许可证；唐港铁路目前未根据《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
向国家铁路局申请铁路运输许可证不构成违法，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
六、 反馈问题 8：申请材料显示，曹妃甸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唐山曹妃甸
中钢实业有限公司共有 4 项主要业务资质。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质证书的
有效期，到期后是否需要续展、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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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根据曹妃甸实业提供的资料，曹妃甸实业及其子公司持有的 4 项主要业务
资质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名称

持证人

证号

颁发时间

颁发机关

有效期

港口经营许可证

曹妃甸实
业

（冀唐）港经
证（0014）

2014 年 7 月 11
日

唐山市港
航管理局

至 2016 年
10 月 23 日

保税仓库注册登
记证书

唐山曹妃
甸中钢实
业有限公
司

（石）关保库
字第
2013001 号

2016 年 1 月 18
日

石家庄海
关

至 2019 年 1
月7日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唐山曹妃
甸中钢实
业有限公
司

01246413

2014 年 12 月
25 日

唐山市商
务局

长期有效

报关单位注册登
记证书

唐山曹妃
甸中钢实
业有限公
司

1302916018

2015 年 1 月 15
日

石家庄海
关

长期有效

1、曹妃甸实业持有的《港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0 月 23 日，
根据交通运输部《港口经营管理规定》，港口经营人应当在《港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之日 30 日以前，向《港口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手续。
根据曹妃甸实业确认，曹妃甸实业将在证书到期前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港口经
营许可证》的续展手续，续展《港口经营许可证》不存在法律障碍，对本次交
易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2、唐山曹妃甸中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
至 2019 年 1 月 7 日，根据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
货物的管理规定》以及出口监管仓库、保税仓库设立审批服务指南，
《保税仓库
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为 3 年，仓库经营企业申请延期的，应在注册登记证书
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仓库主管海关提出申请。根据曹妃甸实业确认，唐
山曹妃甸中钢实业有限公司将在证书到期前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保税仓库注册
登记证书》的续展手续，续展《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对
本次交易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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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曹妃甸实业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唐山曹妃甸中钢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的有效期为长期，不需要办理续展手续。
4、根据曹妃甸实业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唐山曹妃甸中钢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的有效期为长期，不需要办理续展手续。
七、 反馈问题 17：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拟购买的 6 宗土地使用权
的土地使用性质。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唐港实业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唐山港本次交易拟购买的 6 宗土地使
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使用
权人

使用权
类型

终止
日期

他项
权利

1

唐港
实业

冀唐国用
海港开发区 9
410,620.92 港口码头
（2010）第
号路南
6828 号

出让

2056.1
2.30

无

2

唐港
实业

冀唐国用
海港开发区港
30,009.99
（2010）第
区内
6819 号

仓储

出让

2052.8.
26

无

3

唐港
实业

冀唐国用 唐山市海港开
（2010）第 发区港区范围 43,551.30
6823 号
内

仓储

出让

2052.9.
23

无

4

唐港
实业

冀唐国用
海港开发区港
527,927.70
（2010）第
区内
6824 号

仓储

出让

2052.8.
26

无

5

唐港
实业

乐国用
（2011）第
030 号

铁路用地

出让

2060.11
.9

无

6

唐港
实业

冀唐国用
海港开发区港
456,689.82 港口码头
（2010）第
区内
6821 号

出让

2056.1
2.29

无

证书编号

座落

大唐电厂南

面积（㎡）

57,687.03

用途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6 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性质均为国有出让用地。
八、 反馈问题 19：申请材料显示，2016 年 3 月 28 日，津航疏浚与承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唐 山 丰 南 支 行 签 署 《 抵 押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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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0501160328001301），将其持有的 9,959.31 平方米房屋（唐山房权证海
港字第 101002394 号）及 4,035.53 平方米土地（冀唐国用[2012]第 6553 号）
抵押给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丰南支行。该抵押对应的主债权期限自 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2017 年 3 月 27 日。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抵押对应的债务金
额、用途，抵押事项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权属和生产经营的
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6 年 3 月 28 日，津航疏浚与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丰南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13020501160328001），津航疏浚向承
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贷款利率为 7.075‰/月，借款期
限自 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2017 年 3 月 27 日。根据津航疏浚确认，上述借款
为流动资金借款，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同日，津航疏浚与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丰南支行签署《抵押合同》，
津航疏浚以其持有的 9,959.31 平方米房屋（唐山房权证海港字第 101002394
号）及 4,035.53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冀唐国用[2012]第 6553 号）为前述
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抵押事项系津航疏浚为自身的银行融资提供的抵押担保，根据津航疏
浚确认，津航疏浚的本项银行融资目前履行情况正常，到期可以按时偿还，抵
押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不会因不能按时偿还借款而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因此，
上述抵押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的资产权属和生产经营亦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九、 反馈问题 20：申请材料显示，根据唐山市曹妃甸区海洋局 2014 年
12 月 2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唐曹海执处罚[2014]002 号），因曹妃甸实
业在唐山曹妃甸工业区 18+海域未取得海域使用权擅自建设曹妃甸矿石码头一
期工程行为向其罚款 989.46 万元。曹妃甸实业矿石码头一期工程 2 号泊位已
于 2015 年停用，相关手续正在补充完善中，其他码头运营正常，未对曹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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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码头吞吐量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行政处罚对
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唐山市曹妃甸区海洋局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唐
曹海执处罚[2014]002 号），因曹妃甸实业在唐山曹妃甸工业区 18+海域未取得
海域使用权擅自建设曹妃甸矿石码头一期工程，对曹妃甸实业处以退还非法占
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罚款 9,894,616.2 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曹妃甸实业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曹妃甸实业已全额缴纳了上述罚
款，并积极进行整改，正在补充完善相关建设手续。2014 年 12 月 9 日，国家
海洋局出具《国家海洋局关于河北省曹妃甸矿石码头一期工程（1#泊位、2#泊
位）项目用海审查意见的函》（国海管字[2014]714 号），经审查，河北省曹妃
甸矿石码头一期工程（1#泊位、2#泊位）项目用海符合《河北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 年）》，用海面积为 16.1743 公顷。
根据曹妃甸实业确认，2015 年曹妃甸实业 6 个经营性泊位完成吞吐量
8,042 万吨（其中一期工程 2 号泊位已于 2015 年四季度停用），受曹妃甸实业
矿石码头一期工程 2#泊位停产影响，假设在其他泊位吞吐效率不变的情况下，
预计对 2016 年全年货物吞吐量造成 1,000 万吨左右的影响，约占 2015 年完成
吞吐量的 12.43%，但曹妃甸实业将通过提高其他泊位作业效率和船舶疏港效
率，优化流程、优化制度等措施达到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效果，以降低对生产
经营的影响。此外，曹妃甸实业矿石码头一期工程 2#泊位相关批准手续正在补
充完善中，预计将在 2016 年内办理完毕所有批准手续并实现复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曹妃甸实业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已全额缴纳了罚
款，并进行了整改，正在补充完善相关建设手续，曹妃甸矿石码头一期工程 2
号码头无法使用对曹妃甸实业码头吞吐量及生产经营影响较小，因此，上述行
政处罚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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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反馈问题 2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是否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司法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或者责令整改；如有，请补充披露相
关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该事项是否影响本次相关评估文件的效力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是否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司
法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或者责令整改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包括资产评估机构中和评估及土地估价机构唐山兰
德，该两家机构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司法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或者责令
整改的情况如下：
1、中和评估
（1）中和评估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司法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或者
责令整改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说明及本所律师在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
查询，中和评估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或责令整改的情况如下：
2016 年 4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通报“关于 2015 年度审计、评估机构检查
处理情况”，根据该通报，中国证监会对中和评估采取了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2016 年 5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通报“立案稽查 6 家审计和评估机构”，根
据该通报，中国证监会稽查部门对中和评估启动立案调查的行政执法程序，根
据中和评估确认，所调查项目的经办资产评估师之一为何俊，何俊同时为本次
交易的原经办资产评估师之一。
（2）本次交易中和评估经办资产评估师更换情况
因本次交易的原经办资产评估师之一何俊因其他项目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无明确结论意见，经中和评估决定，本次评估的经办资产评估师由何俊、
牛东政更换为陈桂庆、牛东政，中和评估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重新进行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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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并出具了中和评报字（2016）第 BJV3035 号《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资产评估
报告已由唐山市国资委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予以核准。
根据中和评估持有的《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3805563）、《资产
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NO.11020179）、《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0100027013）及经办资产评估师陈桂庆、牛东政持有的注册
资产评估师证书，中和评估具备担任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机构的资质，其经办资
产评估师陈桂庆、牛东政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2、唐山兰德
2016 年 6 月 8 日，唐山兰德出具《关于是否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司法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或者责令整改的情况说明及承诺》，唐山兰德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司法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或者责令整改的情况。
（二）是否会影响本次相关评估文件的效力
根据中和评估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中和评
估持有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未被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撤回，
仍然有效，其仍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的资格。鉴于本次交易原经
办资产评估师之一何俊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无明确结论意见，中和评估
将本次交易的经办评估师由何俊、牛东政更换为陈桂庆、牛东政，并重新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更换后的经办资产评估师具备相应的业务资质。因此，本所
律师认为，上述中和评估被采取监管措施或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影响本次相关评
估文件的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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