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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7 7308275

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橡皮圈；非金属管套；压缩空气管用

非金属装置；合成橡胶；非金属软管；保湿用非导热材料；

包装用棉绒（堵缝）；农用地膜（截止）

2020-12-06

43 6 7296490 金属；保险柜；金属家具部件（截止） 2020-12-13

44 7 7296566

轧饲料机；造纸机；印刷机器；制食品用电动机械；包装机；

洗衣机；厨房用电动机器；铸铁机；电动清洁机械和设备；

运输机（机器）；风力机和其配件；电子工业设备；非手工

操作手工具（截止）

2020-12-13

45 25 7311044 领带；防水服；裤带；婚纱（截止） 2020-12-13

46 1 7296275

工业有淀粉；生物化学催化剂；未加工合成树脂；焊接用化

学品；工业用粘全剂（截止）

2020-12-20

47 4 7296366 蜡烛；除尘制剂（截止） 2020-12-20

48 28 7311127

游戏机；玩具；圣诞树装饰品（灯饰和糖果除外）；钓具；游

泳池(娱乐用)（截止）

2021-01-06

49 26 7311065

绣花饰品；头发装饰品；拉链；假发；针；人造花；服装垫肩；

修补纺织品用热粘合片；亚麻布标记用数码；服装扣（截

止）

2021-01-13

50 27 7311077

地毯；苇席；枕席；人工草皮；防滑垫；亚麻油毡；墙纸；非纺

织品壁挂（截止）

2021-01-13

51 29 7311153

肉；鱼制食品；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蛋；干蔬菜；干食用

菌；牛奶制品；食用油；精制坚果仁；豆腐制品（截止）

2021-01-13

52 31 7311202

树木；芝麻；活动物；鲜水果；新鲜蔬菜；植物种子；酿酒麦

芽；动物栖息用品；饲料；豆（未加工的）（截止）

2021-01-13

53 11 7299213

电炊具；冷冻设备和装置；通风设备和装置（空气调节）；

工业用层析设备；暖器；热水器；加热装置（截止）

2021-01-20

54 22 7310905

绳索；网；包装带；编织袋；填料；纺织品纤维；棉籽绒（截

止）

2021-01-20

55 5 7296417

人用药；医用减肥茶；医药制剂；医用酒精；医用气体；消毒

剂；隐形眼镜清洁剂；医用营养品；兽医用药；卫生巾（截

止）

2021-03-06

56 40 7324667

能源生产；废物和垃圾的回收；木器制作；动物屠宰（截

止）

2021-04-13

57 42 7327124

工程；工业品外观设计；地质勘探；室内装饰设计；服装设

计；艺术品鉴定（截止）

2021-07-06

58 9 7299082

计算机外围设备；衡量器具；网络通讯设备；测量器械和仪

器；焊接用头盔；光学器械和仪器；磁铁；灭火设备；电子防

盗装置；工业操作遥控电器设备；电源材料（电线、电缆）；

遥控仪器；非医用X光器械；报警器；自动调节燃料泵（截

止）

2020-11-20

59 16 7299434

纸；印刷；卫生纸；印刷出版物；书籍装订材料；文具；教学

材料（仪器除外）；建筑模型；绘画材料；书写工具(截止）

2020-08-13

60 41 9868107

健身俱乐部；提供体育设施；学校（教育）；组织体育比赛；

图书出版；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俱乐部服务（娱乐或教

育）；流动图书馆；原文稿撰写（广告稿除外）；提供博物

馆设施（表演、展览）（截止）

2022-10-20

61 37 9868089

建筑；商品房建造；室内装璜；车辆保养和修理；建筑设备

出租；建筑信息；计算机硬件安装、维护和修理；机械安装、

保养和修理；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维修；修保险锁（截

止）

2022-10-20

62 43 9874452

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饭店；酒吧；茶馆；咖啡馆；流动

饮食供应；会议室出租；养老院；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出

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截止）

2022-10-27

63 7 9861628

电子工业设备；石油开采、石油精炼工业用机器设备；带式

输送机；升降设备；液压开关门器（机器零件）；气动开关

门器（机器零件）；包装机；电动卷门机（截止）

2022-11-27

64 45 9874459 开保险锁；服装出租；婚姻介绍所；殡仪（截止） 2022-12-13

65 36 9867902

不动产经纪；不动产出租；商品房销售；保险；艺术品估价；

经纪；募集慈善基金；典当（截止）

2023-02-20

4、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唐山开诚及其下属公司拥有7项土地使用权证，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证书编号 坐落 面积（㎡）

使用权类

型

用途 他项权利

土地出让

金缴纳情

况

1 唐山开诚

冀唐国用(2014)第

7415号

高新区火炬路东太原路

西

12,843.76 出让 工业 注1 已缴纳

2 唐山开诚

冀唐国用(2008)第

8216号

高新区庆南道南、火炬

路东

19,814.64 出让 工业 注1 已缴纳

3 唐山开诚

冀唐国用(2013)第

18248号

高新区东至学院路、南

至荣华道

46,668.08 出让 工业 注2 已缴纳

4 唐山开诚

乌市国用(2009)第

00323649号

沙依巴克区西山路17号 36.70 出让 住宅 无 已缴纳

5 唐山开诚

111房地证2010字

第08850号

重庆经开区白鹤路139

号1幢7层3号

12.195936 出让 住宅 无 已缴纳

6 开诚航征

冀唐国用(2010)第

138号

曹妃甸工业区南区 34,586.99 出让 工业 注3 已缴纳

7 通辽韦尔

通经济国用

（2007）第042号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甘

旗卡路东侧

100,000 出让 工业 无 已缴纳

注1：上述土地已于2014年9月17日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作

为唐山开诚与其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抵A101U14005）的抵押担保

物。

注2：上述土地已于2014年10月14日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新

华 西 道 支 行 ， 作 为 唐 山 开 诚 与 其 签 订 的 《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

（13100620140003415）的抵押担保物。

注3： 上述土地已于2015年3月27日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开

滦支行， 作为唐山开诚与其签订的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建唐开

2015-ZGEDY-02）的抵押担保物。

八、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报告期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30日，唐山开诚主要负债情况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短期借款 90,000,000.00 77,000,000.00 90,000,000.00

应付票据 5,000,000.00 15,000,000.00

应付账款 122,680,141.28 122,823,474.03 136,493,267.23

预收款项 20,941,956.23 29,196,341.15 55,683,627.98

应付职工薪酬 998,551.64 5,608,483.64 10,122,672.38

应交税费 11,849,711.17 32,615,327.51 36,659,976.34

应付股利 81,726,152.71 74,908,452.70 72,092,786.07

其他应付款 12,878,791.40 3,063,215.17 3,648,286.80

其他流动负债 789,199.16 985,087.52 -

流动负债合计 346,864,503.59 361,200,381.72 404,700,616.80

预计负债 2,292,478.59 3,258,824.72 1,888,793.61

递延收益 13,300,000.00 13,500,000.00 14,5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6,138.96 272,823.31 274,485.7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828,617.55 17,031,648.03 16,663,279.32

负债合计 362,693,121.14 378,232,029.75 421,363,896.12

唐山开诚主要负债为流动负债，且流动负债主要以应付账款、短期借款为主。

九、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主营业务概况

唐山开诚是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装备制造企业，致力于帮助客户提高生产力，以

及可持续发展。 唐山开诚总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拥有3家

全资公司和3家参股公司，拥有包括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等全方位的业务，销售

网络遍布全国，在国内设有覆盖全国的服务中心，研发中心以及一个院士工作站，

并与罗克韦尔、西门子、ABB、施耐德等世界知名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唐山开

诚在业内始终保持着技术领先。

唐山开诚现有200多种产品，多项产品为国内首创。 广泛应用于矿山、石油、化

工等行业，产销量位居行业前列。 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煤矿领域，覆盖煤矿提升、运

输、通风、排水、掘进、综采等各个生产环节和应急救援领域。 唐山开诚产品的主要

竞争对手均为未上市公司，其实际经营情况无法从公开信息中获取。 从市场销售情

况看，唐山开诚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公司产品技术水平较高，获得了客户的

认可。 唐山开诚设有省级技术中心、 院士工作站以及省级工程实验室三大研发平

台，拥有矿用大型高压变频（4000KW,10/6/3.3）实验室，是矿用变频器行业标准

的主持起草人，高低压变频器类三项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在相关领域获取

了104项专利和4项软件著作权。

在防爆变频器领域，唐山开诚是国内较早研制矿用变频器的企业。 主持起草了

《MT1099-2009矿用变频调速装置》 行业标准， 并参与制定了《GB/T30844.

1-2014� 1kv以下通用变频调速设备 第1部分： 技术条件》、《GB/T30843.1-2014�

1kV以上不超过35kV的通用变频调速设备 第1部分： 技术条件》、《GB/T30843.

2-2014� 1kV以上不超过35kV的通用变频调速设备 第2部分：试验方法》三项国

家标准。 目前矿用产品只有通过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授权安标国家矿用

产品安全标志中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颁发的安全标志证书（MA）才能

进行销售。唐山开诚目前是国内同时拥有6KV、3.3KV及电流型、三电平型矿用高压

防爆变频安全标志证书（MA）认证的企业，低压矿用防爆变频（0.66KV、1.14KV）

变频器为75-1300KW，覆盖矿用防爆低压变频的全部领域。 拥有国内矿用传动产

品领域居于前列的大型（4000KW,10/6/3.3）变频器实验室。2012年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颁发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鉴定公司产品“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高压防爆变

频器”“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在防爆提升机电控系统领域，取得防爆提升机电控专利授权7个。 在防爆水泵

自动化集控系统领域，国内较早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2007年），取得防爆水泵

自动化专利授权3个。

在矿用应急救援机器人领域，国内唯一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的企业，取得相

关专利授权18个，建有省级“矿用机器人工程实验室” ，公司产品矿用井下机器人

装置（履带行走式）2011年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 矿用本安型机器人 （钻孔探

测）2012年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矿用灾区侦测机器人（履带双隔爆）2012年取

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MA），矿用隔爆兼本安型水下机器人（水下探测）2015年取

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 2010年，公司产品矿业井下机器人装置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鉴定为“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4年公司产品“KRZⅠ型矿

用井下机器人装置” 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主要产品与服务

1、隔爆兼本安智能变频调速装置

5、开诚机器人相关发展情况

机器人是整合控制论、机械电子、计算机、材料和仿生学的产物，机

器人产业的特点是投入高、技术高、研发团队水平高、研发周期长。 应用

于煤矿井下的机器人除了具备以上特点外，还必须采用防爆设计，并且

要适应煤矿井下恶劣的工作环境，因此矿用机器人在机构、驱动、控制、

传感器、通讯、系统可靠性、系统集成、材料等各方面要求更高，难度更

大，涉及学科范围更广，必须突破多项技术难点：防爆设计技术、防水设

计技术、越障能力设计技术、防爆环境下驱动器件散热技术、可靠性设计

技术、防爆环境下移动通讯技术、辅助救援技术，因此矿用机器人是特种

机器人领域研发难点非常集中的产品。 唐山开诚是从事矿用防爆机电产

品研发的企业，在防爆设计、井下通讯技术、机械设计、计算机技术、传感

器技术、软件技术、救援技术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经验，培养了大批

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与院士工作站的紧密配合，组成了一只高效

创新的研发团队，并结合国内各机器人研究院所、各矿山救援中心的技

术支持和指导，攻克了矿用机器人的各项难题。 截至目前，在矿用应急救

援机器人领域， 目标公司是国内唯一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的企业，其

他企业如想在短期内达到唐山开诚矿用机器人技术水平、研发和生产实

际经验具有较大难度。

（1）机器人系列产品生产资质的取得情况

1）机器人本体2011年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2）矿用本安型机器

人（钻孔探测）2012年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3）矿用灾区侦测机器人

（履带双隔爆）2012年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4）矿用隔爆兼本安型水

下机器人（水下探测）2015年取得煤炭安全标志证书产品类别。

以上证件均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授权安标国家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中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审批。 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国

家煤矿防爆标准（GB3836）及相关组成部件标准。

（2）取得生产资质的条件

1）矿用井下机器人产品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国家煤矿防爆标准

（GB3836）及相关组成部件标准及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矿

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组织起草的相关矿用井下机器人技术条件；

2）矿用井下机器人产品经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矿用

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委托的具有矿用防爆电器设备检验资质的检测机

构或检测中心检验合格；矿用井下机器人产品通过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

全标志中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进行的检验；

3）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对

企业的生产、检测、研发进行认证，要求企业具备对机器人产品的检测能

力和关键生产工艺的控制能力。 ”

（3）机器人专利的商业化应用情况

从机器人技术和经验来看， 相关机器人产品在技术上突破了防爆、

防水双重设计、机器人高机动载体机构设计、系统可靠性设计等关键技

术，设计了具有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的行驶结构，适应煤矿井下的极度

复杂的结构环境。 成熟技术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采用防爆设计，包括平面隔爆、螺纹隔爆和圆筒隔爆等多种组合

方式，符合国家防爆标准；

2）采用变结构的载体机构设计，越障功能强劲，具备爬坡、越沟、上

台阶、涉水能力，能够很好的适应煤矿井下的极度复杂的结构环境；

3）载缆自动收放技术，根据机器人的行走速度自动实现收放缆，解

决了机器人的返航问题，保证机器人通行自由，方便回收；

4）升降式气体探测机构，可以探测不同高度的气体含量，提高了气

体数据探测的有效性；

5） 采用高量程多参数气体测定仪， 符合灾区气体高浓度的探测要

求。

从商业化实际应用的案例来看，在机器人研发过程中与各矿山救护

大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最大限度的满足现场使用要求。 例如，灾

区侦测机器人、钻孔探测机器人在开滦集团东欢坨矿、唐山矿、赵各庄矿

和开滦救护大队进行了大量的应用测试，测试结果完全符合设计的预期

要求。

（4）最近三年机器人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利润情况

截至目前已签订相关机器人产品合同订单69套（目前已交付3套）。

目前机器人产品属于市场新产品，正在处于市场培育阶段，客户接受该

产品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产品销售和利润尚未体现。

（三）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图

1、隔爆兼本安智能变频调速装置工艺流程图

2、提升机电控、自动化、信号系统工艺流程图

3、高压电气软启动及控制装置流程图

（四）主要的业务模式

1、采购模式

唐山开诚供应部负责集中采购所有材料，采购的具体工作按照以库

存量采购和以具体生产项目采购两种采购模式结合的方式进行，每个生

产项目都要用到的材料（通用材料或者称常用材料）按照库存的实际情

况采购，如果库存低至一定的数量，仓储部门报计划供应部进行采购，以

填充库存量为目的； 每个生产项目中的核心器件一般都是非常用材料，

当该项目安排生产时，针对具体项目采购，此类器件一般无库存或有少

量库存。

2、生产模式

唐山开诚根据下游客户的订单，采用“以销定产” 的订单式生产模

式，依据市场计划调整生产作业计划，形成分装、总装集成流水模式。 生

产中心下设调度室、传动工程部和工控工程部。

（1）传动工程部工序流程图

（2）工控工程部工序流程图

3、销售模式

（1）概述

唐山开诚销售系统分为销售一部、销售二部、销售三部、销售四部、

销售五部、销售六部、综合业务部、商务市场部、备件销售部；其中销售一

部至六部、综合业务部负责公司市场中设备类项目的开拓与运作（项目

的跟踪、招投标，签订协议及合同，回款等工作），另综合业务部还兼顾负

责生产计划的协调、库存情况跟踪、报价项目统计、合同归档、价格数据

收集、应收账款管理和市场信息的汇总、分析等工作；商务市场部负责公

司传动类产品的售前支持工作及全国煤炭设计院的开拓与运作（项目前

期的设计沟通、跟踪等工作）；备件销售部负责公司市场备件的销售工作

（项目的跟踪、形成计划，签订合同，回款等工作）

（2）唐山开诚拥有广泛的销售网络

从总体销售架构来看，唐山开诚的销售团队共分三个区域和两个部

门，基本覆盖了全国主要产煤区。

具体分布如下图所示：

销售一区负责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部）、河北、云南、贵州、四川、重

庆等省份；

销售二区负责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北部）、山西、湖南、湖

北、江西等省份；

销售三区负责内蒙古（中西部）、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份。

两个部门，一个是综合业务部负责新疆、宁夏、北京等省市。 另一个

是配件部负责全国的配件销售。

（3）唐山开诚拥有覆盖全国的服务中心

唐山开诚服务中心及其覆盖区域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唐山开诚服务中心及其覆盖区域主要为：1）新疆

乌鲁木齐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新疆全省；2）宁夏银川服务中心，服务区

域是宁夏、内蒙古西部省份及地区；3）陕西西安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陕

西、甘肃、青海、河南等省份及地区；4）重庆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重庆、

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及地区；5）湖南湘潭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湖南、

湖北、江西等省份及地区；6）江苏徐州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山东、江苏、

安徽等省份及地区；7）黑龙江七台河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吉林、黑龙

江、内蒙古（北部）等省份及地区；8）山西太原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山

西全境；9）内蒙古东胜服务中心，负责内蒙古中部和陕西北部；10）河北

唐山服务中心，服务区域是河北、北京、辽宁等省份及地区。

4、盈利模式

唐山开诚的定价为成本加成的方式。 根据每批订单所生产产品的原

料成本，估算出初步成本价格，再加上一定的人工、水电等费用，形成最

终成本价格。 在此成本基础上，唐山开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加上一定的

利润，得出产品最终的销售价格。

5、结算模式

销售方面，唐山开诚的客户主要为大型煤矿等企业，具有较好的资

金偿付实力及信誉度。 唐山开诚依据客户的订单量、资金实力、市场声

誉、历史合作情况等因素约定不同的预收款比例、信用账期及支付方式。

采购方面，唐山开诚一般采用预付30%或50%订货，付全款提货，或

货到付款。

（五）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1、主要产品两年一期的销售情况

唐山开诚报告期内的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隔爆兼本安智能变频调速装置 7,586.79 25,559.51 25,909.15

高压电气软启动及控制装置 729.23 1,753.98 4,527.21

提升机电控 2,623.87 4,701.36 8,532.44

自动化、信号系统 3,310.15 6,966.67 5,827.29

配件（含加工费） 2,524.48 5,046.20 5,184.50

合计 16,774.52 44,027.72 49,980.60

2、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

唐山开诚报告期内的主要产品产能、产量及销售如下：

产品名称 指标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隔爆兼本安智能变

频调速装置

产能（台/年） 600 600 600

产量（台/年） 186 566 625

销量（台/年） 218 642 681

高压电气软启动及

控制装置

产能（台/年） 100 100 100

产量（台/年） 20 101 130

销量（台/年） 22 60 124

提升机电控

产能（台/年） 100 100 100

产量（台/年） 27 71 166

销量（台/年） 49 113 170

自动化、信号系统

产能（台/年） 300 300 300

产量（台/年） 135 286 336

销量（台/年） 104 271 284

3、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

唐山开诚报告期内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及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如下：

产品名称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前五名客户销售金额（万

元）

3,765.34 11,952.09 10,773.93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比 22.45% 27.15% 21.56%

4、主要产品价格变动趋势

（1）隔爆兼本安智能变频调速装置

该产品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6月的平均价格分别为38.05万元、39.81万

元及34.80万元，2015年1-6月平均价格比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下降8.53%和

12.59%。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市场经济环境的持续低迷及竞争

环境的日益激烈，同时该产品在近三年的配置功能方面基本保持一致。

（2）高压电气软启动及控制装置

该产品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6月的平均价格分别为36.51万元、29.23万

元和33.15万元，2015年1-6月平均价格比2013年下降9.21%， 比2014年上升

13.39%。 价格在2014年走低，在2015年回升，主要原因是随着近三年市场环境低迷

并且竞争的加剧，价格走低，但唐山开诚对该产品在功能方面进行了升级，给业主

提供了产品差异化选择，有效避免了价格竞争，使其价格在2015年有所回升。

（3）提升机电控

该产品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6月的平均价格分别为50.19万元、41.60万

元和53.55万元，2015年1-6月平均价格比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上升6.69%、

28.71%，价格在2014年最低而后又在2015年回升的主要原因是随着近三年市场环

境低迷并且竞争的加剧，价格走低，但公司对该产品在功能方面进行了升级，给业

主提供了产品差异化选择，有效避免了价格竞争。

（4）自动化、信号系统

该产品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6月的平均价格分别为20.52万元、25.71万

元和31.83万元，2015年1-6月平均价格比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上升55.12%、

23.81%，保持每年平均价格20%以上的增长。 主要原因是公司对自动化类产品重新

进行了定位，以中高端产品为主，提高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根据不同客户的

需求，提供差异化系统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一的产品。 从而，避开市场上的激烈竞

争，保持了竞争优势。

（5）配件

该产品不受市场及竞争的影响，近三年按照唐山开诚的价格标准执行，未发生

变化。

5、其他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唐山开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其他

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唐山开诚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前五名客户中占有权益的情况。

（六）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情况

1、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1）主要原材料供应情况

采购类别 具体品种 指标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隔爆兼本安智能变频调

速装置及提升机电控

变频器

散件

采购金额占当期总采购额

比重

27.38% 22.61% 28.18%

采购均价（元） 104,024.94 71,481.01 71,576.89

自动化、信号

装置

PLC

采购金额占当期总采购额

比重

3.71% 3.52% 3.67%

采购均价（元） 1,221.14 1,468.51 1,348.32

高压电器软启动

控制装置

软启动

箱体

采购金额占当期总采购额

比重

1.04% 1.09% 1.70%

采购均价（元） 29,375.47 30,218.09 30,923.63

注：上表中的原材料采购均价变动对于价格变动趋势不具代表性，主要因为每

种大类包括了不同的规格型号，不同的规格型号单价不同，且每年使用的不同规格

型号的比例不同。

（2）能源供应情况

唐山开诚的产品以组装生产为主，主要能源水电费用占产品成本的比重较低。

2、向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唐山开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及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如下：

产品名称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万元）

2,966.12 9,835.49 10,534.05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占

采购总额比例

36.52% 41.92% 51.43%

3、其他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唐山开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其他

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唐山开诚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上述供应商中占有权益的情况。

（七）质量控制情况

唐山开诚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等要求，按照行业的技术规范及质量管理要求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1、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3836.1-2010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2 GB�3836.2-2010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 保护的设备

3 GB�3836.3-2010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4 GB�3836.4-2010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 保护的设备

5 MT�111-2011 矿用防爆型低压交流真空电磁起动器

6 MT/T�661-2011 煤矿井下用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7 MT�1099-2009 矿用变频调速装置

8 MT/T�872-2000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保护装置技术条件

9 MT/T�817-1999 矿用带式输送机电控保护装置

10 MT/T�771-1998 煤矿井口操车系统监控装置

11 MT�209-1990 煤矿通讯、检测、控制用电子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12 MT�210-1990 煤矿通讯、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基本试验方法

13 GB�20181-2006 矿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绞车安全要求

14 Q/KC�057-2010 矿用水泵自动化电控装置

15 Q/KC�129-2012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保护控制装置

16 Q/KC�143-2012 矿用防爆提升机电控装置

17 Q/KC�186-2014 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交流变频器

18 Q/KC�172-2014 矿用皮带机沿线巡检装置

2、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

唐山开诚产品经审核备案的标准要求进行出厂检验，唐山开诚100%进行出厂

检验，同时关键部件在进厂时还要经过进行检验，合格后才能用于生产加工。 目标

公司制定了包括《原材料进货检验标准》，《防爆机箱最终封箱检验制度》，《测量

设备管理制度》，《检验印章管理制度》，《调试、检验、试验区管理制度》，《质量检

验管理制度》，《质量检验员管理制度》，《质量追究责任制度》在内的内控制度。

3、质量纠纷情况及处理措施

唐山开诚制定了详细的质量纠纷处理程序。 如发生质量问题，双方应首先友好

协商；通过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将诉诸唐山开诚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

解决。

4、质量控制认证

序号 认证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016ZB15Q20588R5M 2018年4月6日

2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XK06-014-00504 2019年2月20日

（八）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

唐山开诚成立安全生产监察部，编制了安全管理制度汇编。 通过体系保障安全

与环保工作的平稳运行，并通过培训、教育宣传等形式增强员工的安全生产与环境

保护意识。

1、安全生产机构设置

唐山开诚安全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如下：

2、安全生产的相关制度

唐山开诚编制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 其中包括 《安全管理制

度》、《安全生产责任制》、《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职

业危害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制度》等。

3、安全生产执行情况

（1）安全体系相关认证

认证证书名称 认证机构 认证范围 有效期至

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 河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机械行业 2016年10月

（2）安全生产支出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安全生产支出 21,800.57 26,680.90 48,592.53

4、其他说明

唐山开诚主营业务不属于高危行业，具体安全生产情况请参见本章之“十三、

唐山开诚合法合规情况” 之“（四）安全生产” 。

唐山开诚所经营的业务不属于高污染行业， 具体环境保护情况请参见本章之

“十三、唐山开诚合法合规情况” 之“（九）环境保护” 。

（九）唐山开诚研发情况

1、研发体系

唐山开诚研发工作主要是由研发部完成， 通过产品信息收集市场预测结合公

司原有技术和研发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产品研发工作。

（1）唐山开诚研发组织机构

（2）唐山开诚研发流程

2、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流程 技术主要内容 目前所处阶段

1 隔爆兼本安智能变频调速装置 大批量生产阶段

2 高压电气软启动及控制装置 大批量生产阶段

3 提升机电控、 自动化、信号系统等 大批量生产阶段

4 机器人类产品 小批量生产阶段

3、核心研发人员情况及其变动情况

唐山开诚拥有长期从事矿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管理的核心技术团队， 培养出

了一支经验丰富、层次清晰、梯度合理的技术研发队伍。 唐山开诚核心技术团队近3

年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报告期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以下数据摘自经审计财务报告（根据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京永审字（2015）第14813号审计报告》）。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45,108.90 43,679.87 44,056.01

非流动资产 22,998.43 23,930.34 23,465.23

资产总额 68,107.33 67,610.21 67,521.24

流动负债 34,686.45 36,120.04 40,470.06

非流动负债 1,582.86 1,703.16 1,666.33

负债总额 36,269.31 37,823.20 42,136.39

所有者权益 31,838.02 29,787.01 25,384.8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1,838.02 29,787.01 25,384.85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合并利润表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总收入 16,784.92 44,027.85 50,058.27

营业利润 4,088.62 9,927.79 9,253.25

利润总额 4,059.92 10,311.89 9,472.84

净利润 3,411.02 8,652.16 8,251.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411.02 8,652.16 8,251.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3,435.41 8,325.68 8,,064.43

（三）最近两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单位：万元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11 -50.00 85.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6.39 576.21 137.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9.97 -142.11 -2.92

所得税影响额 -4.30 57.61 32.94

合计 -24.39 326.48 186.65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助，总体来说，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

占净利润比例较低。

十一、最近两年及一期利润分配情况

1、根据2013年1月5日唐山开诚股东会决议，唐山开诚决定依照各股

东持股比例，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4,410.00万元（含税）。

2、根据2014年1月14日唐山开诚股东会决议，唐山开诚决定依照各

股东持股比例，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4,250.00万元（含税）。

十二、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一）收入成本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1、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唐山开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股东权益增加且与股

东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收入在其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

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唐山开诚、并且同时满足以下不同

类型收入的其他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

（1）销售商品收入

销售商品在将商品所有权上的重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不再对

该等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

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具

体分以下两种情况：

1）合同约定唐山开诚进行安装调试的产品

根据合同约定， 采购方进行安装验收后才会支付不低于20%（通常

情况）的设备货款，相关安装调试构成了设备销售的重要组成部份，例如

直接向矿务局销售需安装调试的设备，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确认销售

收入：用户已确认收货并验收，且安装调试合格；唐山开诚已按合同约定

收到或取得收取货款的凭据，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唐山开诚；收入

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

2）合同未约定唐山开诚进行安装调试的产品

根据合同约定，采购方收货验收后即支付除10%质保金外的大部分

货款的设备，例如唐山开诚销售给主机厂或经销商的设备，以及无需安

装调试的产品，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确认销售收入：购货方已确认收

货并验收；唐山开诚已按合同约定收到或取得收取货款的凭据，相关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唐山开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已发生

的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2）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的收入，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收入的金额能

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唐山开诚；交易的完工进度能

够可靠确定；交易中已发生的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在同一个

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工的劳务，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

唐山开诚在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2、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唐山开诚销售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

品交付给购货方，且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

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

（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公司的差异及对利润的影响

唐山开诚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同行业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唐山开诚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

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

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

规定（2014年修订）》的披露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2、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

唐山开诚将其控制的子公司开诚航征、通辽韦尔及开诚机器人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1）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情况

由于唐山开诚子公司唐山罗克尔电子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

完成税务登记注销手续，唐山开诚于2013年12月完成与罗克尔公司的账

务合并。 故唐山开诚自2013年末起未将其作为合并范围子公司，相关财

务数据并入母公司财务报表。

（2）报告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单位：元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2013年1月1日至处置日净

利润

唐山罗克尔电子有限公司 2,335,148.12 532,575.27

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4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号、7号、8号、10号、11号、14

号及16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

报表（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1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要求在

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

列报。

唐山开诚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

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在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

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各期财务报表项目列报金额的影响

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2013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

指南的相关规定

其他流动资产 278,646.89

应交税费 -278,646.89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

指南的相关规定

递延收益 14,500,0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500,000.00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2012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

指南的相关规定

其他流动资产 4,458.27

应交税费 -4,458.27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

指南的相关规定

递延收益 13,500,0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3,500,000.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唐山

开诚2013年末和2012年末净资产以及2013年度和2012年度净利润未产

生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唐山开诚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四）前期差错更正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京永审字（2015）第14813号审计

报告》，会计师通过对2015年1-6月收入、成本及销售费用的清理，发现

前期数据存在差错并进行了追溯调整，前期差错更正的详细情况如下：

调增2013年年初未分配利润1,205,217.66元。

2013年度调增应收账款1,537,674.62元、 应交税费3,268.02元、未

分配利润1,482,937.93元、营业收入2,059,541.88元、营业成本1,713,

112.12元、资产减值损失15,855.30元、所得税费用52,854.19元。

2013年度调减存货2,405,109.98元、应付账款703,672.24元、预收

款项1,788,063.25元、递延所得税资产138,094.18元。

2014年度调增应收账款 15,696,586.13元、 应交税费713,988.99

元、预计负债1,629,412.36元、未分配利润8,353,733.79元、营业收入

23,922,403.42元、 营业成本14,946,950.61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7,

079.48元、资产减值损失142,696.07元、所得税费用2,030,861.11元。

2014年度调减存货17,352,060.59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1,473,

342.73元、应付账款2,417,093.24元、预收款项11,408,859.09元、销售

费用84,008.64元、营业外收入8,028.93元。

十三、唐山开诚合法合规情况

（一）工商情况

根据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8月12日出具

的《证明》，唐山开诚为该局所辖企业，自2008年5月14日设立之日至该

证明出具之日，唐山开诚已依法在该局办理工商登记，公司的历次变更

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自2008年5月14日以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唐

山开诚有效存续，不存在任何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而

应当终止的情形，不存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未受过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

（二）税务情况

2012年11月12日， 唐山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对唐山开诚出具

《税务处理决定书》（唐国二稽税稽处 [2012]27号）， 认定唐山开诚于

2011年1-12月存在应缴未缴增值税14,909.39元，并决定对唐山开诚追

缴该等税款， 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税款实际缴纳之日止加收滞纳金。

唐山开诚已全额缴纳上述应缴未缴增值税14,909.39元以及相应的滞纳

金。

根据唐山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于2015年8月12日出具的 《说

明》，该局认为，唐山开诚的上述行为情节较轻，且相关税款及滞纳金已

全部按时足额缴清，因此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除上述情形之外，自2012

年1月1日至该说明出具之日，唐山开诚不存在其他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

规而被该局追缴税款或处罚的情形。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2015年8月12日出具 《证

明》，确认唐山开诚为该局辖区内的纳税义务人，已依法在该局办理税务

登记。 唐山开诚适用的税种、税率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税收的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税收监管法律” ）的规定。 唐山开诚自2012

年1月1日起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无违反税收监管法律的重大违法违规情

形发生，亦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监管法律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2013年7月19日， 唐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唐山开诚分别出具

《税务处理决定书》（唐地税稽处[2013]16号）以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

告知书》（唐地税稽罚告[2013]15号），并于2013年7月24日出具《税务

行政处罚决定书》（唐地税稽罚[2013]15号），认定唐山开诚于2012年度

需补缴企业所得税款4500元，印花税查补税额共7500元，前述2012年度

查补税额总计12000元。 唐山开诚的前述定性被定性为不缴少缴税款行

为，因此被责令将上述少缴的企业所得税、印花税限期缴纳入库，并从滞

纳税款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同时对唐

山开诚处以少缴税款一倍的罚款，罚款总金额共计12000元。

2015年1月15日，唐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税务行政处罚事

项告知书》（唐地税稽罚告[2015]1号），并于2015年1月21日出具《税务

处理决定书》（唐地税稽处[2015]1号）以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唐

地税稽罚 [2015]2号）， 认定唐山开诚少缴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合计

3268.02元，并将该等行为定性为不缴少缴税款行为，责令唐山开诚限期

缴纳上述少缴税款3268.02元，并自滞纳税款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

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同时对此处以少缴税款数额一倍的罚款计

3268.02元。

唐山开诚已全额缴纳上述税款以及相应的滞纳金，并已缴纳上述全

部罚款。

根据唐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5年8月14日出具的《说明》，该

局认为，唐山开诚的上述行为情节较轻，被处罚金额较小，且相关税款及

滞纳金和罚金已全部按时足额缴清，因此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除上述

情形之外，自2012年1月1日至该说明出具之日，唐山开诚不存在其他违

反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该局追缴税款或处罚的情形。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于2015年8月14日出具 《证

明》，确认唐山开诚为该局辖区内的纳税义务人，其已经依法在该局办理

税务登记，所适用的税种、税率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税收的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税收监管法律” ）的规定。 唐山开诚作为高新

技术企业所享受的15%企业所得税税率以及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

12月31日期间享受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待遇

合法有效。 唐山开诚自2012年1月1日起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无违反税收

监管法律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发生，亦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监管法律受到

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社保情况

根据唐山市医疗保险事业局于2015年8月13日出具的《证明》，唐山

开诚已按照中国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为员工缴付了各项社会保险金（包括医疗及生育保险）。自2012年1

月1日以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 唐山开诚不存在违反社会保险监管法律

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亦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监管法律而被追缴、补

缴或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医保费用缴至2015年7月31日无欠费。

根据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保险局于2015年8月12日出具的

《证明》，唐山开诚已在该局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证》，并已按照中国

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员工缴付

了各项社会保险金（包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自2012年1月1日以来

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唐山开诚不存在违反社会保险监管法律的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亦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监管法律而被追缴、补缴或受到行

政处罚的情形。

（四）安全生产

根据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8月10

日出具的《证明》，自2012年1月1日起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唐山开诚生产

活动均遵守和符合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劳动保护和劳动

安全卫生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违反前述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

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亦不存在因违反前述法律法规而受到该局行政处

罚的情形。

（五）质量监督

根据唐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2015年8月

13日出具的《证明》，唐山开诚为其辖区企业，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

该公司在该局组织的产品质量年度定期监督抽检中所抽检产品均为合

格，亦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及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该局行

政处罚之情形。

（六）住房公积金

根据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设路管理部于2015年8月12日出

具的《建制说明》，唐山开诚在2011年6月在该部建制开户为员工缴纳住

房公积金至此证明开具之日，正常缴纳。

截至2015年7月31日，与唐山开诚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职员工共计325

人，签订劳务协议的员工共计39人。 其中，唐山开诚为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的323名员工缴纳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及失业保险，为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的319名员工以及签订劳务协议的11名缴纳住房公积金。 但唐山开诚

并未按照前述员工的实际工资金额计算缴费基数。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书》之约定，交易对方同意，对于目标股权交割

日之前产生的向唐山开诚及其控股子公司员工（包括已解聘或已辞职员

工）应付但未付的工资薪酬、奖金津贴、补偿金、遣散费或应缴而未缴或

未按时或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或开支费

用，交易对方以及唐山开诚将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该等补救措施

应事先获得中信重工的认可和同意，且交易对方对中信重工或唐山开诚

在任何时候因该等事项而遭受的任何经济负担或损失承担向中信重工

或唐山开诚进行全额补偿的连带责任。

（七）房屋使用

根据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于2015年8月12日出

具的《证明》，确认唐山开诚为该局所辖企业，其自2012年1月1日至该证

明出具之日，均遵守国家有关房屋建筑物建设、登记和管理的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对房屋的使用符合房

产管理监管法律，未发生违反房产管理监管法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违

反房产管理监管法律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八）土地使用

根据唐山市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2015年8月12日

出具的《证明》，确认唐山开诚为高新区所辖企业，自2012年1月1日起至

该证明出具之日，唐山开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转让及土地

使用权登记等事项均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土

地的使用符合国家规划要求及规定的土地用途，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

方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九）环境保护

根据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8月14日出具的

《证明》，唐山开诚为该局所辖企业，其自2012年1月1日起至该证明出具

之日，均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生产经营活动 （包括对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污染物的处

理）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的要求和标准，公司的所有建设

项目已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唐山开诚过往生产经营过程中，未发生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未发生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

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四、关于目标公司的其他说明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唐山开诚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唐山开诚不存在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三）报告书披露前十二个月内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情况

本报告书披露前十二个月内，唐山开诚不存在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情

况。

（四）未决诉讼、仲裁、行政处罚、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依据交易对方的承诺，“本人已实际足额履行了对唐山开诚的出资

义务，实际出资情况与工商登记情况相符，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其他影

响唐山开诚合法存续的情况。

对本人现持有的唐山开诚股权，本人合法拥有完整的所有权，股份

权属状况清晰，不存在通过信托或委托持股等方式代其他第三方或为其

他第三方之利益代持唐山开诚股权的情形。 本人目前持有的该等股权上

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担保权益、第三方权利限制或被司法拍卖、托管、设

定信托或被限制表决权、收益权的情形，不存在被限制或禁止股权转让

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有关该等股权权属或其持股的争议、质疑或纠纷。

本人承诺，本人所持公司股权的过户不存在任何实质性障碍。 在中

信重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核

准后，本人将积极配合完成本人所持股权过户以及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

手续。 ”

依据唐山开诚的承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违反从任何中国法

院、任何政府或监管机构收到的任何命令、判令或判决（如有）；未收到

任何中国法院、任何政府或监管机构下发的有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

遵守任何法律或监管规定的任何命令、判令或判决；未受到中国政府主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也没有任何正在进行的或可能发生的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程序；不存在已发生且尚未完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行

政处罚及违法行为，亦没有被采取任何司法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或

者妨碍公司股权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五）交易标的是否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依据对唐山开诚历次出资、 验资报告的核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承

诺，交易对方已实际足额履行了对唐山开诚的出资义务，实际出资情况

与工商登记资料相符，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其他影响唐山开诚合法存续

的情况。

（六）目标公司股权是否为控股权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信重工将获得唐山开诚的控制权。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上接A22版)

(下转A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