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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届十三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在唐山港大厦和畅厅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
和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实到董事 15 名，公司全体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长孙文仲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
审议并通过了《
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补充议案
补充议案》
议案》。
本公司 2011 年 2 月 15 日召开的三届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2 月 16 日登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公司三届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鉴于截至本次董事
会召开日，目标资产的评估及备案工作已经完成、增资价格也已获得了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因此在三届十二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其余内容不变的
前提下，对该议案项下的第九项议题，补充修订后如下：
(九
九)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超过87,021.68万
元，将用于以下用途（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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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评估值55,075.58万元作为定价基准，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港实业”）所持有的京唐港首钢码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首钢码头公司”）48,037.80万元的出资额（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
占首钢码头公司注册资本的60%）；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收购出具了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1)第061号），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12月31日，按照成本法获得的评估结果
作为评估结论，该评估报告已经有权机构备案。评估报告显示，首钢码头公司的
整体评估结果为91,792.63万元，对应目前6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55,075.58万
元，并以此作为本次收购的定价基准。
2、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每份出资额1元的价格向首钢码头公司
增资，增加其注册资本31,946.10万元，共需投入资金31,946.10万元，首钢码头
公司将该部分资金投入“唐山港京唐港区第四港池20万吨级内航道工程”建设
项目。
以上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全部用途，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
能满足相应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在不改变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
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为满足项目开展的需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相
应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进行的收购资产及对外投资行为涉及
关联交易，因此本项议案仅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关联董事孙文仲、董文才、
王首相、葛素霞、孟玉梅、李贵琢、张志辉、单利霞 8 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补充修订的议题与公司三届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构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完整方案，为不可分
割的整体。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前次议案及本次通过议题合并修订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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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之议案》
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之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出具本次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1)第061号）的
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
相关当事方亦无利益关系且不存在偏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
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
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与本次交易具备相
关性，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董事会认可上
述评估报告及其相关全部内容。
鉴于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文仲、董文才、王首相、
葛素霞、孟玉梅、李贵琢、张志辉、单利霞8人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的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评估、备案及定价核准事项已经完成，根据有
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补充，并编制了《唐山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1年3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唐山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鉴于本次发行补充预案的具体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文仲、董文才、
王首相、葛素霞、孟玉梅、李贵琢、张志辉、单利霞8人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补充分析
的议案》
的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评估、备案及定价核准事项已经完成，根据有
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进行了补充分析。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1年3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唐山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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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文仲、董文才、王首相、葛素霞、孟
玉梅、李贵琢、张志辉、单利霞8人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XYZH/2010A9028-1）内容详见
2011年3月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暨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下：
(一
一)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下午
13:3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1年3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二
二)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和畅厅；
(三
三)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
四)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
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
五) 股权登记日：2011年3月15日；
(六
六) 会议审议议题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
(2) 发行股票的面值
(3) 发行方式
(4) 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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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6)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7)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8) 上市安排
(9)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已补充修订）
(10) 除权除息安排
(11)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2)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4、《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已补充
修订）；
5、《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及对外投资涉及关联交易
的议案》；
6、《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七
七) 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
网络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等。
(八
八) 表决权
特别注明：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九
九) 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1、登记手续：
（1）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
证；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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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
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
邮编：063611
电话：0315-2916409
传真：0315-2916409
联系人：高磊
3、登记时间：自2011年3月17日开始，至2011年3月18日下午17:00结束。
(十
十) 其他事项
本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授权委托书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公告附件。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唐山华兴海运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唐山华兴海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唐山华兴海运有限公司“唐山海2号
唐山海 号”多
用途船使用期满拟处置的议案》。
用途船使用期满拟处置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60%的子公司唐山华兴海运有限公司处置其拥有的“唐山海2
号”多用途运输船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资产评估工作完成后，将
采用公开竞拍的方式出售该船舶。
该船舶为2008年购置的二手船，载重吨37,871吨，账面原值为1,363万元，
截至2011年1月31日，账面净值为282.82万元。按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该船舶
将于2011年4月1日使用期满，拆解报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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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2：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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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2011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述指
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如果股东本人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
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下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一

议案

赞成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向特定对象
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
(2) 发行股票的面值
(3) 发行方式
(4) 发行数量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二

(6)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7)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8) 上市安排
(9)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已补充修订）
(10) 除权除息安排
(11)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2)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四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的议案（
析的议案（已补充修订）
已补充修订）

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及对
外投资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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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权委托书自【单位（指法人股东）/本人（指个人股东）】签署之日起
生效，至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终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授权日期：2011 年

月

日

注：
1、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处划“√”，或填上具体股份
数目，作出投票指示。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3、如受托人为会议主席，请在填写受托人的姓名时仅填写“会议主席”字
样（不必填写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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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说明：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一、投票时间
2011年3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股票代码

沪市挂牌股票简称

买卖方向

788000

唐港投票

买入

三、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唐山港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议案内容
总议案
一

二

议案内容
对下列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对应申
对应申
报价
99 元
1元
元

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

2.00 元
2.01 元

(2) 发行股票的面值

2.02 元

(3) 发行方式

2.03 元

(4) 发行数量

2.04 元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2.05 元

(6)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2.06 元

(7)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2.07 元

(8) 上市安排

2.08 元

(9)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已补充修订）

2.09 元

(10) 除权除息安排

2.10 元

(11)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11 元

(12)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2.12 元

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元

四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
议案（
议案（已补充修订）
已补充修订）

4元

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及对外投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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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六

6元

四、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对应的申报股数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五、网络投票举例
网络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证券代码601000）的投资
者对该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
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000

买入

1元

1股

如某投资者对该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2股，
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788000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买入

1元

2股

六、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
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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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30 令）及《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编制了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资金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下
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0]656 号）核准，本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2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640,000,0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8,868,941.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91,131,059.00
元。该次发行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 [XYZH/2009A9029-7]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存入专户的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23 日，初始存放金额为 1,605,200,000.00
元（存放金额未扣除承销费和保荐之外的其他发行费用 14,068,881.55 元）。报告期内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77,302,577.24 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余额为 414,904,966.56 元，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0403013329
221028195
公司唐山海港支行

初始存放
金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1,605,200,000.00

413,828,481.76

1,076,484.80

414,904,966.56

201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和《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
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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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9 日，本公司及保荐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唐山海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授权保荐人
有权随时对存储账户的基本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质询的等方式进行监督，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

159,113.1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0
2010 年：

投资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承诺投资

实际投资

项目

项目

募集前 募集后
承诺投 承诺投
资金额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117,730.26

117,730.26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前 募集后
承诺投 承诺投
资金额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项目达到

实际投资 预定可使
金额与募 用状态日
集后承诺 期/或截
投资金额 止日项目
的差额 完工程度

唐山港京唐 唐山港京唐
1

港区 20#～ 港 区 20# ～
22# 通 用 杂 22#通用杂货

102,305.00

102,305.0
0

60,922.15

102,305.0 102,305.0
0

0

60,922.15

41,382.85

注1

货泊位工程 泊位工程
2

补充流动资 补充流动资
金（注 3） 金
合计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159,113.1
1

159,113.11117,730.26 159,113.11 159,113.11117,730.26

——
41,382.85

注 1：“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码头主体及堆场一期已基本
完成，并于 2010 年 4 月经唐山市港航管理局批准开始试运营。按完工进度计算该项目
截止至 2010 年年末已完成投资约 8 亿元，仍有 20#～22#泊位码头连接段工程、堆场二
期工程等在建设中，以及部分设备未到位致使投资进度略晚于计划进度。
注 2：上表中“实际投资金额”为本公司实际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
注 3：按照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用于“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项目总投资
115,568.72 万元人民币，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102,305 万元，剩余 13,263.72 万元由
本公司以项目建设所需土地使用权投入；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资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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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将通过本公司自筹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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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1,591,131,059.00 元中超过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 1,023,050,000.00 元的部分，即 568,081,059.00 元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该事项已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对外公告。
2．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码头主体及堆场一期已基本完成，
但工程款项尚未结算完毕，20#～22#泊位码头连接段工程、堆场二期工程等项目仍在建
设中，上述募集资金余额仍需继续使用。
3．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4．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41,512.54 万元。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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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本公司以募投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计 41,512.54 万元。上述事项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并
出具[XYZH/2010A9001]号专项审核报告。
6．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
截止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41,490.50 万元，包括募集
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107.65 万元和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 41,382.85 万元，本公司
尚未使用的上述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项目。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实际效益
承诺效益

计产能利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收入/年）
序号

项目名称

用率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2010 年
4-12 月

3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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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京唐港区
1

20#～22#通用杂

106%

12,597

12,337

12,337

是

货泊位工程

注：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设计通过能力为钢杂货 560 万吨/
年，达产期 3 年，达产率为 70%、85%、100%，第一年营业收入为 12,597 万元，第二年
15,296 万元，第三年达产及以后年度为每年 17,996 万元。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
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公司 2010 年 4 月至 12 月实现吞吐量 596 万吨。
四、认购股份资产
认购股份资产的
资产的运行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资产认购股份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本公司不存在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披露内容与上述情况不一致情况。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文仲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单利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单利霞

二○一一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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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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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10)6554 7190
+86(010)6554 7190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10A9028-1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公司）于2010
年6月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资金（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的使用
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唐山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这
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
错报。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
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唐山港公司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唐山港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唐山港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发行新股之目的使用，不
应被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唐山港公司申请发行新股的必备文件，随
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霞

中国

北京

二○一一年三月四日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30 令）及《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编制了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资金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0]656 号）核准，本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2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640,000,000.00 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 48,868,941.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91,131,059.00 元。
该次发行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 [XYZH/2009A9029-7]号
《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存入专户的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23 日，初始存放金额为 1,605,200,000.00
元（存放金额未扣除承销费和保荐之外的其他发行费用 14,068,881.55 元）。报告期内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 1,177,302,577.24 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
额为 414,904,966.56 元，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海港支行

0403013329
221028195

1,605,200,000.00

201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合计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413,828,481.76

1,076,484.80

414,904,966.56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和《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
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2010 年 7 月 9 日，本公司及保荐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海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授权保荐人有权
随时对存储账户的基本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采取现场调查、书面质
询的等方式进行监督，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

159,113.1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0
2010 年：

投资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承诺投资

实际投资

项目

项目

117,730.26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
募集前 募集后
募集前 募集后
金额与募
实际投
实际投
承诺投 承诺投
承诺投 承诺投
集后承诺
资金额
资金额
资金额 资金额
资金额 资金额
投资金额
的差额

唐山港京唐 唐山港京唐
港区 20#～ 港 区 20# ～
102,305.00 102,305.00 60,922.15 102,305.00 102,305.00 60,922.15
1
22# 通 用 杂 22#通用杂货
货泊位工程 泊位工程
补充流动资 补充流动资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56,808.11
2
金（注 3） 金
合计

117,730.26

159,113.11 159,113.11117,730.26 159,113.11 159,113.11117,730.26

41,382.85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注1

——
41,382.85

注 1：“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码头主体及堆场一期已基本完
成，并于 2010 年 4 月经唐山市港航管理局批准开始试运营。按完工进度计算该项目截止
至 2010 年年末已完成投资约 8 亿元，仍有 20#～22#泊位码头连接段工程、堆场二期工程
等在建设中，以及部分设备未到位致使投资进度略晚于计划进度。
注 2：上表中“实际投资金额”为本公司实际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
注 3：按照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用于“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项目总投资 115,568.72
万元人民币，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102,305 万元，剩余 13,263.72 万元由本公司以项目
建设所需土地使用权投入；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通过本公
司自筹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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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 月，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1,591,131,059.00 元中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
1,023,050,000.00 元的部分，即 568,081,059.00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事项已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对外公告。

2．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码头主体及堆场一期已基本完成，但
工程款项尚未结算完毕，20#～22#泊位码头连接段工程、堆场二期工程等项目仍在建设中，
上述募集资金余额仍需继续使用。
3．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4．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41,512.54 万元。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以募投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计 41,512.54 万元。上述事项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并出具
[XYZH/2010A9001]号专项审核报告。
6．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
截止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41,490.50 万元，包括募集资
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107.65 万元和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 41,382.85 万元，本公司尚未
使用的上述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项目。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1

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
货泊位工程

截止日投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资项目累
承诺效益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实现效益
计产能利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收入/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用率
4-12 月
106%

12,597

12,337

12,337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是

注：唐山港京唐港区 20#～22#通用杂货泊位工程设计通过能力为钢杂货 560 万吨/年，
达产期 3 年，达产率为 70%、85%、100%，第一年营业收入为 12,597 万元，第二年 15,296
万元，第三年达产及以后年度为每年 17,996 万元。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
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公司 2010 年 4 月至 12 月实现吞吐量 596 万吨。
四、认购股份资产
认购股份资产的
资产的运行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资产认购股份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本公司不存在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披露内容与上述情况不一致情况。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文仲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单利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单利霞

二○一一年三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