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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12 日，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或“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唐山
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333 号）
，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唐山港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国信证券”）担任
唐山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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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
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唐
山港进行持续督导。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业务经营数据等由唐山港及相关当事人提
供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督导所
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2017 年度，本财务顾问通过现场及非现场的方式对唐山港重组进行了督导，
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唐山港向控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港
实业”）以 4.42 元/股的价格发行 270,832,783 股股份及支付 100,000 万元现金购
买其持有的唐山津航疏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津航疏浚”）30%股权、
唐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港铁路”）18.58%股权、唐山曹妃甸实业
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实业”）10%股权、唐港实业拟转让的 6 宗土
地使用权及部分固定资产（地面附着物）。同时，唐山港向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晟（深圳）金融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40,384,615 股股份，发行
价格为 4.16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 999,999,998.40 元。配套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
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和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二）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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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1 月 9 日，曹妃甸实业于唐山市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完成股东
变更登记，曹妃甸实业的股东之一由唐港实业变更为唐山港，唐山港直接持有曹
妃甸实业 10%股权，曹妃甸实业成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11 月 11 日，唐港实业与唐山港共同签署《资产移交确认书》，
唐港实业将本次重组涉及的固定资产交付唐山港接收并管理。
截至 2016 年 11 月 14 日，津航疏浚于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港经济开发
区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津航疏浚的股东之一由唐港实业变更为唐山港，唐山
港直接持有津航疏浚 30%股权，津航疏浚成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唐港铁路于唐山市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完成股东变
更登记，唐港铁路的股东之一由唐港实业变更为唐山港，唐山港直接持有唐港铁
路 18.58%股权，唐港铁路成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本次重组涉及的 6 宗土地使用权办理完毕，权利人
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唐山市国土资源局海港开发区分局换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权利人为唐山港。
2016 年 12 月 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会计师”）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进行了审验，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867 号《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购买资产配套资金验资
报告》
（以下简称“《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8 日止，
唐山港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0,384,615 股，发行价格 4.16 元/股，扣除
发行费用 32,931,121.7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67,068,876.69 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40,384,615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726,684,261.69 元，变更后
公司注册资本为 4,558,406,626 元。
公司已就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出具的已完成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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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
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最终确
定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非 公 开 发 行 的 发 行 价 格 为 4.16 元 / 股 。 最 终 发 行 数 量 为
240,384,615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8.40 元。本次配套融资最终获配股东
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认购价格
（元/股）

1

中晟（深圳）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4.16

120,192,307

499,999,997.12

2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6

37,019,233

154,000,009.28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6

33,894,230

140,999,996.80

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6

25,240,384

104,999,997.44

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6

24,038,461

99,999,997.76

—

240,384,615

999,999,998.40

合

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资金
（元）

2、缴款与验资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 310938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 15 时止，国信证券收到唐山港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含获
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999,999,998.40 元。
2016 年 12 月 8 日，国信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费
及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购买
资产配套资金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867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8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0,384,615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发行价格为 4.16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8.4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2,931,121.7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67,068,876.6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240,384,615.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726,684,261.69 元。
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唐山港与唐港实业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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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均已生效。
根据上述协议，唐港实业同意在 2016-2018 年内，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由唐山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的
唐港铁路 18.58%股权、曹妃甸实业 10%股权、6 宗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减
值测试资产”）截至上一年度末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根
据评估结果，由唐山港对减值测试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会计师应当同时说明与本次交
易资产评估选取重要参数的差异及合理性。经减值测试，如减值测试资产的价值
较本次交易中减值测试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出现减值的，则唐港实业应对唐山港
用股份进行补偿。
唐港实业承诺标的资产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下称“盈利承诺
期”）三年累积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6 亿元，盈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
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人民币 6 亿元，则唐港实业应将差额部分以其持有
的唐山港股份对唐山港进行补偿。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已生效。2017 年 3 月 20 日，北京天健兴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出具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减值测试项目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17]第 0145 号）
（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注入标的资产中的唐港铁路 18.58%
股权、曹妃甸实业 10%股权及 6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估值，天健兴业在分析市
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后，选用市场法作为评估
方法（与资产注入时评估方法一致）对减值测试资产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评估结果为 223,721.26 万元。
2017 年 3 月 29 日，唐山港出具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注入标的
资产 2016 年度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2016 年度减值测试报告》”），对减
值测试资产是否发生减值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本次重组注入减值测试资产
扣除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后价值为 241,871.64 万元，重组时减值测试资产
作价 214,638.92 万元，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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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9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出具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注入标的资产 2016 年度减值测
试报告的审核报告》（XYZH/2017BJA90158），对《2016 年减值测试报告》进行
了专项审核。
2018 年 3 月 29 日，唐山港出具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注入标的
资产 2017 年度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2017 年度减值测试报告》”），对减
值测试资产是否发生减值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本次重组注入减值测试资产
扣除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后价值为 261,482.10 万元，重组时减值测试资产
作价 214,638.92 万元，未发生减值。
2018 年 3 月 29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出具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注入标的资产 2017 年度减值测
试报告的审核报告》（XYZH/2018BJA90257），对《2017 年减值测试报告》进行
了专项审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所签署协议约定的各项事项，未出
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方作出承诺包括：
唐山港出具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与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之承诺函》；唐山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提供信息
的承诺函》、《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承诺函》、《关于诚信情况的承诺函》。
唐港实业出具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关于提供信息的承诺
函》、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关于诚信情况的
承诺函》、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津航疏浚、唐港铁路、曹妃甸实业其他股东均出具了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
声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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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的行为。
三、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唐港实业承诺
标的资产盈利承诺期三年累积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6 亿元，盈利承诺期
内，标的资产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人民币 6 亿元，则唐港实业应将差额
部分以其持有的唐山港股份对唐山港进行补偿。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标的资产盈利承诺期尚未满，不存在承诺未实现的情形。
四、配套募集资金及使用情况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和本次交易的中
介机构费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 15 时止，国信证券收到唐山港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999,999,998.40 元。
2016 年 12 月 8 日，国信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费
及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购买
资产配套资金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867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8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0,384,615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发行价格为 4.16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8.4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2,931,121.7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67,068,876.6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240,384,615.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726,684,261.69 元。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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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规定，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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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
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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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为：
开户银行

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海港支行

0403013329300063357

371,999,998.4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698875209

600,000,000.00

合

计

初始存放金额（元）

971,999,998.43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并办理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注销上述两个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同国信证券与注销账户对应的银行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全部终止。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三方监管协议》的相关
规定。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和行业形势，紧紧围绕综合性国际化大港
奋斗目标，以“智慧港口建设年”为核心，以西北战略为支撑，以集装箱为突破
口，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1、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17 年,京唐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 2.9 亿吨，在河北省“三港四区”中位居
第一位，同比增长 7.19%。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21910.18 万吨，同比增长 6.75%，
高于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吞吐量同比增速。其中主要货种矿石完成运量 11255.17
万吨，同比增长 0.41%；钢材完成运量 1715.29 万吨，同比增长 1.15%；煤炭完
成运量 6925.54 万吨，同比增长 19.62%；其他货种完成运量 2014.18 万吨，同比
增长 10.06%，集装箱完成运量 200.53 万标箱，占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一半
以上，同比增长 33.20%。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12,185,740.64 元，同
比增长 16.61%；实现利润总额 1,833,956,355.99 元，同比增长 11.23%；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3,340,040.81 元，同比增长 11.33%；实现每股收益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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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智慧港口建设年实现良好开局。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开展实施“智慧港口建设年”，完成智慧港口发展规划
等基础工作，持续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商务物流、生产指挥、职能管控等领域
智能化项目全面实施，全年投资近 4000 万元，实施信息化项目 38 项。“港口企
业危险货物智能化安全管理”项目入选全国首批智慧港口示范工程，成为集智慧
港口、绿色港口、多式联运三个交通运输部试点工程于一身的港口企业，“港通
天下”智慧商务云平台、集装箱自动化系统入选河北省“互联网+”智能制造跟
踪项目库。
3、业务板块协调推进，业务市场积极拓展。
一是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积极克服市场竞争激烈、环保要求更高等诸多困难，
及时掌握腹地企业和周边港口动态，发挥内外贸班轮优势，稳固矿石、煤炭、钢
材等基础货源，同时培育西北地区锰矿、铬矿等保税货源，引进石灰石、石膏粉、
废钢、碎石、工业盐等新小货种，进一步丰富货种结构。
二是大力发展集装箱。完成全港集装箱资源的优化整合，西北战略取得突破
性进展，新增 5 个内陆港，集装箱班列运行质量不断提升。加密内外贸航线布局，
全面开通日本关东、关西航线，加密既有内外贸航线，航线总数达到 33 条。集
装箱铁路专用线及智能化码头管理系统投入使用，自动化装卸设备完成安装调试，
码头功能实现质的飞跃。
三是不断延伸物流业务。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整车进口口岸顺利通过省
级验收，保税库仓储业务入库量突破 100 万吨。成功开发宣钢、包钢、金马、新
东海等矿石运输业务，海运电商平台正式运营，集疏运平台功能日益完善。
4、资源要素统筹优化，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积极克服施工生产交叉作业等困难，科学制定船舶作业方案，提升船舶通航
效率和泊位利用率，生产组织进一步优化；着力降本增效工作，建立单船成本数
据库，深入推进单船单班成本核算，成立大宗物资消耗控制小组，全年单吨成本
较年初预算下降 9.74%；积极落实大气污染治理要求，加大环保力度，成立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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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坚决执行重污染天气错峰运输政策，以粉尘治理为主线，
全年环保投入达到 4000 万元，绿色发展方式已经融入到港口生产运营的全过程；
坚守安全底线，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考核体系更加明晰，以“零容忍”
态度打击违章作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上市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同期变动比

营业总收入

7,612,185,740.64

6,528,087,399.57

16.61%

营业利润

1,817,938,210.93

1,569,486,498.64

15.83%

利润总额

1,833,956,355.99

1,648,769,662.58

1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63,340,040.81

1,314,468,958.67

11.33%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立了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的分层治理结构。
2017 年度，公司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一）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规范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2017 年度，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均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长或副董
事长（董事长空缺）主持，邀请见证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在
股东大会上能够保证各位股东有充分的发言权，确保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
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二）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公司章程》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处理与控股股东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依法行使其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没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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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股东大会授权范围行使职权、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未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
构能够独立运作。
（三）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情况
独立董事均能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勤勉尽责地履行权利和义务，出
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解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促进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
客观性，维护了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上市公司各位董事能够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开展工作，
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训，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五）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认真履行职责义务，列席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公司监事审核公司财务报表，
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各方面进行监督，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进行
监督检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2017 年度，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
（七）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
上市公司重视如何更加有效、充分地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目前指
定专人负责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设立了电话专线、专用传真、专用邮箱等
多种渠道，采取积极回复投资者咨询、接受投资者来访与调研等多种形式。作为
公众公司，在资本市场需要与投资者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公司仍需要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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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
较为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并通过不断的梳理和优化，形成了
一套较为完善、有效、合规的内部制度体系，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基本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
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差异，未发现上市公
司及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履行承诺的其它重大事项。
八、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股权已经完成交割及登记过
户，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息披露义务；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
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中充分披露了各项业务发
展状况；自交易完成以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符
合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唐山港与国信证券签署的《持续
督导协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信证券对唐山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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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导期限已满，国信证券将继续关注本
次交易各方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业绩等承诺事项
的履行情况。

（此页以下无正文）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