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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650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公告编号：2018-002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18

年 7 月 1 日与孙荣军、卢宗波和徐福中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意向书》，公司

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取得响水县佳宝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宝化

工”或“标的公司”）9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最终收购股权比例、

交易金额、股权转让方、增资价格及增资金额以另行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 本次签订意向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及正式方案尚需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履行

审批程序。 

● 截至目前，佳宝化工尚未完成评估工作，本次交易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标的公司的 45.6%股权已质押，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

的风险，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告“六、本次交易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18 年 7 月 1 日，上市公司与佳宝化工及其股东孙荣军、卢宗波及徐福中

（以下合称“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增资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

公司将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取得标的公司 90%股权，最终收购股权比例、

交易金额、股权转让方、增资价格及增资额以另行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目前，

标的公司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股权收购及增资的具体方案正在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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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签订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及正式方案尚需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审批

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孙荣军 

姓名 孙荣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1002XXXXXXXX3353 

住所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盛和花园 XX 幢 X 单元 XXX 室 

2、卢宗波 

姓名 卢宗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1082XXXXXXXX0016 

住所 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临海商城 XX 幢 X 单元 XX 室 

3、徐福中 

姓名 徐福中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922XXXXXXXX4419 

住所 江苏省响水县响水镇双园中路 XX 号 

上述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响水县佳宝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 徐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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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4 年 6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主要产品:硫化促进剂 M、硫化促进剂 DM、硫化促进剂 CZ、硫化促进剂 NS(以上均为非

危化品),中间产品:环己胺、次氯酸钠溶液、叔丁胺,副产品:硫氢化钠固体、硫氢化钠溶液

的生产与销售自产产品;化工产品(农药、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除外)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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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标的公司的股东情况 

截至目前，佳宝化工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孙荣军 11,400.00 76.00% 

卢宗波 900.00 6.00% 

徐福中 2,700.00 18.00% 

合计 15,000.00 100.00% 

3、标的公司的业务情况 

佳宝化工成立于 2014 年 6 月，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响水生态化工园区

内，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橡胶助剂产品的化工企业。佳宝化工主要产品为硫化

促进剂系列产品，该类产品广泛用于橡胶、轮胎、胶带、胶鞋、电缆、医药、农

药等行业。 

佳宝化工在响水生态化工园区投资建设 9 万吨/年硫化促进剂等系列产品项

目（包括 4 万吨/年硫化促进剂 M、1 万吨/年硫化促进剂 DM、2 万吨/年硫化促

进剂 CZ、2 万吨/年硫化促进剂 NS 的生产能力），该项目已于 2014 年 12 月取

得盐城市发改委出具的备案通知，并于 2015 年 9 月通过盐城市环保局的审批。 

目前，佳宝化工一期 2 万吨/年硫化促进剂 M、0.5 万吨/年硫化促进剂 DM

生产线已建成并投产。 

4、标的公司的财务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资产总额 22,681.20 14,8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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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负债总额 15,343.85 6,937.05 

营业收入 4,894.69 15,998.54 

净利润 -587.24 1,684.70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内容 

公司拟通过受让交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及增资标的公司的方式最终取

得标的公司 90%股权，具体收购股权比例、交易金额、股权转让方、增资价格

及增资金额以另行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的价格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应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最终交易

价格由各方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需符合上市公司

的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则。 

3、意向金 

公司将于签订意向书后五日内将意向金人民币 3,000 万元支付到交易对方

代表孙荣军开立的账户。 

如果因交易对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退出交易谈判、交易对方所

持股权上存在负担或转让限制致使本次交易无法达成）致使本次交易无法最终达

成协议的，交易对方应当在收到公司通知后三日内向公司全额返还意向金。如果

因公司董事会未批准本次交易致使股权转让及增资无法达成最终协议的，交易对

方应当在收到公司通知后三日内向公司全额返还意向金。 

4、其他事项 

交易对方保证提供给公司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且保证标的公司运营的

合法性。交易对方承诺，在公司支付意向金后，交易对方不得接触除公司之外的

任何潜在收购方或投资方，不得将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份额转让给除公司之外的

任何一方，亦不得在未取得公司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在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

权份额上设置抵押、质押等担保权益或任何种类的权利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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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放弃其根据中国法律、公司章程、任何现有的协议或任何其他事由

就本股权转让及增资意向书所述的股权转让可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依据股权实缴

比例的同比例增资权，以及可能存在的妨碍本次交易的其他任何权利。交易对方

同意，在本意向书签署之后，未经公司同意不会认购佳宝化工任何增资。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主要从事精细化工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贸易业务，主要产品

为增粘树脂、补强树脂、粘合树脂等橡胶用酚醛树脂。佳宝化工主要产品为硫化

促进剂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轮胎及各类橡胶制品。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90%股权，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

线，强化公司的差异化优势和综合竞争力。公司与标的公司将在业务规划、产品

研发、团队建设、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整合，实现销售渠道、技术和资源共享，

从而发挥协同效应，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巩固公司行业领先地位、提高公司的

盈利能力。 

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尚待评估工作完成，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在公司未实施完成股权

收购事项之前，本次意向性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

响。 

六、本次交易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目前，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最终收购股权比例、交易金额、

股权转让方、增资价格及增资金额尚未最终确定，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正在进一

步商榷，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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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的具体价格尚未确定，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必

要的审批程序。若标的公司存在重大风险或问题，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存在不能

通过公司内部审批程序的风险。 

3、标的公司股权质押风险 

截至意向书签署日，标的公司的 45.6%股权已质押。若交易对方不能及时解

除标的公司的股权质押，存在股权不能过户的风险。 

4、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公司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尚未形成最终方案。若出现标的公司存

在重大法律瑕疵、交易对方退出交易谈判、交易对方所持股权上存在负担或转让

限制致使本次交易无法达成、收购标的公司存在其他违反证监会和交易所相关规

定的事项或公司董事会/有权机构未通过本次交易方案等情况；则本次交易可存

在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及增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