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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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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691,925,810 股 

发行股份价格：5.37 元/股 

●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691,925,810 36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票非公

开发行网下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 个月。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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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已履行完毕，除部分商标尚处

于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办理过程中外，其他原持有权属证书的资产

均已全部变更至江苏索普名下。完成商标权属变更登记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释义 

本公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江苏索普、公司、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指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索普集团 指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新发展 指 镇江索普化工新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索普集团醋酸及衍生品业务相关经营性资产及负债、化

工新发展经营性资产及负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指 

江苏索普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索普

集团醋酸及衍生品业务相关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以支付

现金方式购买化工新发展主要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同时

向镇江国控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或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

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世纪同仁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天衡所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市国资委、镇江市人民

政府国资委 
指 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国资委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镇江国控 指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城建 指 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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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江苏省国资委批准； 

2、江苏省国资委已对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

进行了备案，确认了评估结果； 

3、本次交易方案已经镇江市国资委批准； 

4、本次交易方案已经索普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并获得索

普集团股东镇江城建同意； 

5、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9、2019年 12月 11 日，公司领取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

于核准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索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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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659 号），核准公司向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691,925,81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0,000万元。 

（二）本次发行情况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为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2、发行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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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3、发行数量、发行价格 

经协商一致，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选择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

交易日均价（5.958 元）作为市场参考价，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

司第八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不低

于市场参考价的 90%（5.362元），最终确定为 5.37元。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索普集团醋酸

及衍生品业务相关经营性资产及负债，该项标的资产作价为

386,564.16 万元。江苏索普本次向索普集团发行 691,925,810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15,000万元。 

本次交易中用于购买索普集团醋酸及衍生品业务相关经营

性资产及负债的 15,000万元现金对价，拟由募集配套资金支付。 

江苏索普拟向镇江国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募集

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

为的实施。 

4、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索普集团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新

增股票，自股份持有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该部分股份，也不得由江苏索普回购该部分股份。同时因涉及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索普集团自股份持有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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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

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5、本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公司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

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

立，具备保荐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验资情况 

2019 年 12 月 20 日，天衡所出具《验资报告》（天衡验字

（2019）00149 号），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止，江

苏索普已收到索普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691,925,810.00 元，变更后股本为人民币 998,347,262.00 元。 

变更后股本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2020 年 4 月 1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列明的变更后

公司总股本 998,348,300 股数字略有差异，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实

施送转股方案时，在部分股东持股数量的尾数计算方式上上市公

司与中登登记情况存在差异。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按照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股本总数进行披露。 

（四）证券发行登记 

2020 年 4 月 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江苏索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江苏索普本次发行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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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691,925,810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998,348,300股。 

（五）资产过户情况 

2019 年 12 月 18 日，江苏索普与索普集团、化工新发展共

同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本次重组的交割日为《资产

交割确认书》的签署日，即 2019年 12 月 18日。 

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及其附件，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

范围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均

转由江苏索普享有和承担；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中涉及需要办

理权属证书变更手续的资产（如房产、土地、专利、商标、车辆

等），无论其是否已办理完成形式上的权属证书变更手续，该等

资产所涉及的各项权利、义务、风险及收益均自交割日起转移至

江苏索普，江苏索普为标的资产的唯一权利人。截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已履行完毕。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内应当履行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资

产，包括土地、房产、专利、车辆、商标等，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除部分商标尚处于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办理过程中外，其他原

持有权属证书的资产均已全部变更至江苏索普名下。前述商标权

属变更登记手续已获得相关主管部门受理，且索普集团和化工新

发展承诺协助完成该项资产权属变更。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已履行完毕，完成

商标权属变更登记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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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人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标

的资产已经基本完成过户，暂未完成权属登记过户手续的商标资

产，其权属登记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涉及的债

权、债务转移已履行了法定程序；江苏索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登记，合法有效；江苏索普已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的与

标的资产相关的所有人员签署了正式的劳动合同，该等人员的社

保、住房公积金、工会关系、组织关系等一并转移至江苏索普。

股本总数实际情况与此前信息披露差异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并相应修正，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其他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

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

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已履行相应的程序；本

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得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

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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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3、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已履行完毕，完成商标权属变更登记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

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4、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

移已履行了法定程序。 

5、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索普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结算资金已

全部由索普集团和化工新发展向江苏索普支付完毕。 

6、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索普已根据《资产交割确

认书》确认的与标的资产相关的所有人员签署了正式的劳动合同，

该等人员的社保、住房公积金、工会关系、组织关系等一并转移

至江苏索普。 

7、上市公司股本总数实际情况与此前信息披露差异已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并作出相应修正，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

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其他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实

质性差异的情形。 

8、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发生了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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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经营性资金和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10、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和承

诺均得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约定

或承诺的情形； 

11、在本次交易相关方切实履行协议以及承诺的基础上，后

续事项的办理对本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票非公开发行网下登记手

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行的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股票数量：691,925,81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5.37元/股 

发行股票性质：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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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发行对象名称：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宗贵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整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5日 

住所：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 10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安全生产

许可证许可的产品范围为准）；危险化学品生产及经营（限危险

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方式经

营）；ADC发泡剂的生产及销售；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碳（液化的）

的生产和销售；固态二氧化碳（干冰）的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石油及制品、石油配套物资、汽车配件、

井下压裂配件、控油机配件、塑料及制品、钢铁及金属制品、通

讯设备设施及器材、矿产品及制品、水泥及制品、橡胶制品、润

滑油、电线电缆、仪器仪表、阀门、五金交电、电器、消防器材、

劳保用品、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耗材、煤炭、

兰炭、焦炭、铁矿粉、化肥销售；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工程

技术服务；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化工产品的

技术咨询、商务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不动产租

赁；为船舶提供码头服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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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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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持有

索普集团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承接索普集团醋酸及衍生品相关的

资产和负债。江苏索普的控股股东仍为索普集团，实际控制人为

镇江市国资委，索普集团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后，

索普集团将成为投资控股型公司，不从事醋酸及衍生品的生产和

销售，与江苏索普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 10 大股东情况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索普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57.16%的

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镇江市国资委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175163542 57.16 

2 巨漳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852824 1.58 

3 陈惠琴 3249140 1.06 

4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760537 0.57 

5 翁凯毅 1454459 0.47 

6 刘美芳 1150000 0.38 

7 马孟青 1088778 0.36 

8 王建华 1028442 0.34 

9 宗凤贯 987050 0.32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量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79100 0.32 

 合计 191713872 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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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 10 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867089352 86.85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256749 0.43 

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760537 0.18 

4 翁凯毅 1450000 0.15 

5 宗凤贯 1387050 0.14 

6 刘美芳 1150000 0.12 

7 马孟青 1088778 0.11 

8 余乃勇 965887 0.1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厚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58200 0.08 

10 翁佳慧 650000 0.07 

 合计 880556553 88.23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索

普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镇江市国资委，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未发

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数量（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 176.05 0.57% 69368.63 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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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A 股）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合计 
176.05 0.57% 69368.63 69.48%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

股（A 股） 
30466.19 99.53% 30466.19 30.52%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合计 
30466.19 99.53% 30466.19 30.52% 

三、股份总数 30642.25 100.00% 99,834.8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 ADC发泡剂系列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新增醋酸及衍生品业务，标

的资产拥有煤-甲醇-醋酸-醋酸乙酯完整煤化工产业链，有利于

上市公司对原有业务结构、资源配置、业务定位进行调整，提高

上市公司抗周期性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顺应化工产业延伸发

展、融合发展趋势，促进上市公司朝着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

展。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

月 12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

海证券报》上的《江苏索普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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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及其摘要。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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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江禹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电话：025-83387704 

传真：025-83387711 

项目主办：吴韡、蒋坤杰、陈嘉 

项目协办：孔乐骏、庄晨、汪浩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凡 

地址：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532-2号金蝶科技园 D栋 5楼 

电话：025-83304480 

传真：025-83329335 

经办人员：杨亮、蒋成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余瑞玉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号万达广场商务楼

B 座 20楼 

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16883 

经办人员：闵志强、汪焕新 

（四）验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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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余瑞玉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号万达广场商务楼

B 座 20楼 

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16883 

经办人员：闵志强、鲍伦虎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向江苏索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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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659号）； 

2、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索普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19）00149 号）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 

4、《江苏索普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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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书》及其摘要；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江苏索普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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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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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 

6、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索普化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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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7、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