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1、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面对细分行业竞争的加剧，公司将从战

略上围绕核心客户即纸厂的采购和分销服务需求， 集中优势资源聚焦B2B服

务，优先打造浆纸供应链业务综合服务平台，以一站式浆纸供应链集成服务为

核心，立足供应链整合和产业链延伸双轮驱动，借助信息化技术助力转型升级。

同时，考虑到建设物流体系资金投入较大且回报周期长，目前募集资金并不足

以完全覆盖，因此公司决定集中资源优先建设配套仓储及设施，并选择与第三

方优质物流公司合作来满足物流配送需求，终止运输车辆购置费用投资。

2、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和技术趋势的发展变化，加

之公司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及较复杂的组织架构，导致系统建设的复杂程度大于

预期，项目实施进度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放缓。 公司经过重新论证并对原

方案进一步优化，决定延长项目建设周期。

3、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目前项目一期已竣工

验收。 公司经过重新论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打造绿色食品安全供应链。

4、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从完成募投项目可行性方案到

募投资金到位期间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员成本（含执业药师等专业人

员）、租赁经营场所费用大幅上涨，同时由于药品零售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单

店利润持续下滑，经营风险加大，因此如完全按原方案实施，将难以获取预期的

投资收益。 目前公司已变更本项目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天鹏集团股权，有利

于公司缩短募集资金的投入期，可以尽快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做大做强

公司食品生鲜业务。

5、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项目建设期已满，但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不足50%。 由于项目所处的市场环境近年发生巨大变化，公司正在对市场竞争

策略进行重新研判，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变更程序。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

变更情况

2016年2月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孕婴童

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孕婴童用品综合

运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孕婴童事业部变更为公司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江

苏汇鸿宝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汇鸿中天变更为汇鸿中天新设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汇鸿浆纸

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0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变更浆

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 并增加全资子公司江

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为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0年6月完成。

公司2018年8月，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

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 变

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该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的

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2016年8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

实施方式由“募集资金全部投入项目建设” 调整为“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

苏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汇鸿冷链全部股权” 。

公司2018年9月13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

议案》，公司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

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

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有资金46,467.81万

元，已置换金额46,467.81万元。 其中，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自有资

金392.91万元，置换392.91万元；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无先期投

入，未进行置换；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无先期投入，未进行置换；汇鸿

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先期投入自有资金8,400.00万元，

置换8,400.00万元；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无先期投入，未进行

置换；自有资金偿还借款37,674.90万元，置换37,674.90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核并出具XYZH/2015NJA10065号《专项审核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39,655,096.16元，该账户仅

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018年10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含控股、全资子公

司）拟使用不超过4亿元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

不超过3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投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 该类资

金可以自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340,000,000元，报告期内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为21,524,868.92元。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补充流动资金的情

况。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1、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建设期满，因市场环境变化，资金使用未达到

计划进度，需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 2、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

情形。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 资 进 度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收购无锡

天鹏集团

有限公司

股权暨增

资

汇鸿冷链物

流基地建设

项目（含溯

源 管 理 系

统）

174,370,

120.00

174,370,

120.00

174,370,

120.00

174,370,

120.00

100 —

— —

否

收购无锡

天鹏集团

有限公司

股权暨增

资

现代医药物

流中心、营

销网络建设

项目

158,000,

000.00

158,000,

000.00

158,000,

000.00

158,000,

000.00

100 —

— —

否

合计 —

332,370,

120.�00

332,370,

120.00

332,370,

120.00

332,370,

120.00

—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2018年9月13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公司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含溯源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

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 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的

股权。

变更原因：1、 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含溯源管理系

统）：公司冷链物流产业布局发生变化，经过重新论证，不再进行

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后期建设，变更

剩余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强化

冷链物流区域战略协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从完成募投项目

可行性方案到募投资金到位期间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

员成本（含执业药师等专业人员）、 租赁经营场所费用大幅上

涨， 同时由于药品零售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 单店利润持续下

滑，经营风险加大，因此如完全按原方案实施，将难以获取预期

的投资收益。 公司将持续推进医疗健康板块发展，进一步完善公

司产业链， 后期如有项目条件成熟，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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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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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

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

验证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的规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

为公司2018年度聘请的审计机构，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

原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2018年度各项审计工作；该公司业务规模较大，审计经验

丰富，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执业资格。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续聘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具体审计费用由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按照2019年度实际工作情况支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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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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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提名姜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并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姜辉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补姜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简历：

姜辉先生：1965年9月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徐州矿务集团

有限公司旗山煤矿副矿长，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中心主任，徐州矿务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兼任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职外部董

事。

姜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27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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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单晓敏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单晓敏女士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单晓敏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详见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简历：

单晓敏女士，1972年10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东海县副

县长，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副书记、区长，连云港

市新浦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连云港市新浦区委副书记、区长，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副

书记、区长。 现任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单晓敏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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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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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能够控制的参股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拟为子公司提供43.47亿元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2019年4月19日，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集团” 或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预计的议

案》，公司根据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为适应整体经营发展需要，保证

各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能够控

制的参股公司提供43.47亿元担保，本次预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期限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一、预计担保情况

截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预计担保明细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

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2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 27,000

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

有限公司

27,000

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

5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

25,000

6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0,000

7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盛世进出口有限公

司

2,000

8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12,000

9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开元医药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35,000

1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 11,800

11 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 CELES�SHIPPING�PTE.LTD. 30,000

12 CELES�SHIPPING�PTE.LTD. Nordic�Brisbane�Ltd. 6,384

1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ordic�Perth�Ltd. 7,840

1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ordic�Darwin�Ltd. 8,050

15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2,000

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 4,000

16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500

17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 1,500

18 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8,000

19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有限公司 68,950

20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天鹏食品有限公司 4,000

21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真正老陆稿荐肉庄有限公司 15,661

22 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天鹏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2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元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28,000

合计 434,685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决定每一笔担保

的具体事宜，并根据集团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级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

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各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吴毅民

注册资本 129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91号20-25楼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

生产业务，承办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业务，开展补偿贸易业

务，经营转让贸易，易货贸易，为本公司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组织原辅材

料，服装及纺织品的生产，国内贸易；实业投资，实物租赁，仓储(危险品

除外)，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国际货运代理业

务，招标代理；农药销售；初级农产品，粮油销售、食品经营；化妆品销

售。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63.5%、江苏中锦锦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6.5%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0,481 324,969

负债总额 283,893 269,083

流动负债 283,037 269,083

银行借款 65,668 57,776

净资产 66,588 55,886

资产负债率 81% 83%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0,803 464,606

净利润 12,643 3,447

（二）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毕金标

注册资本 9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户部街15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与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企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纺织原料及制成品

的研发、制造、仓储；电子设备研发、安装、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

产品及网络工程设计、安装、咨询与技术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

务；燃料油销售；粮食收购与销售。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8,212 435,512

负债总额 261,775 288,261

流动负债 261,617 288,098

银行借款 72,953 75,847

净资产 146,437 147,251

资产负债率 64% 66%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3,895 867,456

净利润 -776 5,719

（三）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包振兴

注册资本 9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白下路91号汇鸿大厦12-13楼

经营范围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

制剂、生化药品（以上冷藏保管药品除外）的批发和零售。 ??、???类

医疗器械（植入类产品、塑形角膜接触镜及体外诊断试剂除外）的销

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危险化学品经

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兽用生物制剂、兽

药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仓储，

化肥销售，燃料油、金属及金属矿石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商品的网

上销售，保健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化妆品的销售，农药的批发和零售。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715 47,350

负债总额 44,968 35,309

流动负债 44,897 35,238

银行借款 2,020 0

净资产 11,747 12,041

资产负债率 79% 75%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271 183,548

净利润 -53 -3,254

（四）江苏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刘德湘

注册资本 8092.58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太平南路528号

经营范围

粮食收购（按许可证经营）。 自营和代理粮油食品等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农副产品、汽车及零配件、机电产品、仪器

仪表、针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玩具、化工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的

销售。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80.02%，江苏惠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9.98%

2、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7,984 94,112

负债总额 68,173 74,853

流动负债 61,283 67,799

银行借款 12,020 7,228

净资产 19,811 19,260

资产负债率 78% 80%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737 171,926

净利润 729 1,706

（五）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何宜军

注册资本 501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中华路50号第10-13层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人员培训，进出口商品仓

储业务，有关进出口业务的咨询服务，电子计算机硬、软件开发。 房屋

租赁。 纺织、服装、日用品、家用电器的批发和零售，电子产品零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农畜产品批发，肉、禽、蛋鸡水产品批发，

饮料及茶叶批发。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46.03%，职工个人持股合计53.97%，因董事会成员中公司委

派的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东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行使，公

司对汇鸿畜产的表决权比例超过50%， 汇鸿畜产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978 37,910

负债总额 21,352 24,879

流动负债 21,204 24,730

银行借款 2,400 2,400

净资产 13,626 13,031

资产负债率 61% 66%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152 106,341

净利润 399 -214

（六）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蒋金华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白下路91号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日用百货，针

纺织品，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42%，临沂市万家鑫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29%，江苏富宁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8%，张永堂9%，孙爱民2%。 因董事会成员中公

司委派的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东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行

使，公司对汇鸿亚森的表决权比例超过50%，汇鸿亚森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284 51,752

负债总额 51,729 43,487

流动负债 51,729 43,487

银行借款 19,407 21,344

净资产 8,555 8,264

资产负债率 86% 84.0%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162 188,435

净利润 301 1,935

（七）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盛世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朱宝玉

注册资本 1015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中华路50号17层

经营范围

一般危险化学品批发（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预包装

食品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农药经营（限

制使用农药除外）。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41%，职工个人持股合计59%。 因董事会成员中公司委派的

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东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行使，公司对

汇鸿盛世的表决权比例超过50%，汇鸿盛世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91 16,011

负债总额 10,562 10,376

流动负债 10,562 10,365

银行借款

净资产 5,929 5,635

资产负债率 64% 65%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83 86,089

净利润 208 715

（八）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毕金标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户部街15号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实业投资，社

会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105 23,400

负债总额 24,623 20,428

流动负债 24,623 20,428

银行借款

净资产 2,482 2,972

资产负债率 91% 87%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190 57,631

净利润 -494 -1,282

（九）开元医药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燕立波

注册资本 79244.20元

注册地址

ROOM� 1801� 18/F� MALAYSIA� BUILDING� 50� GLOUCESTER�

ROAD�WANCHAI�HK

经营范围 医药化工

股权结构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89 4,554

负债总额 1,958 2,103

流动负债 1,958 2,103

银行借款 0 0

净资产 2,631 2,450

资产负债率 43% 46%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78 20,243

净利润 180 657

（十）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高翔

注册资本 42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建邺路98号20层

经营范围

船舶及零配件、钢结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及船舶技术服务，船舶技术咨询服务，船

舶租赁，国内贸易。

股权结构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65%、钱瑾持股13.58%、

刘云明持股10.71%、单力持股10.71%。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4,968 185,218

负债总额 168,749 177,228

流动负债 156,129 164,279

银行借款 28,161 35,613

净资产 6,218 7,989

资产负债率 96% 96%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0 76,759

净利润 -1,334 138

（十一）CELES� SHIPPING� PTE.LTD.

1、基本信息

董事 钱瑾、刘云明、范忠峰、张红梅

注册资本 10万美元

注册地址 80�ROBINSON�ROAD�#02-00�SINGAPORE(068898)

经营范围

资讯服务、协助母公司业务接单、提供售后服务、开拓市场，以及自营

或代理经营出口船舶交付客户的运输业务。

股权结构 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持股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412 39,561

负债总额 36,898 39,299

流动负债 31,278 33,349

银行借款 14,251 21,637

净资产 515 262

资产负债率 99% 99%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0 5,787

净利润 329 939

注：开元船舶为CELES� SHIPPING� PTE.LTD.担保，开元船舶公司在境内银

行以100%保证金的质押形式申请其向境外相关金融机构开具融资性保函，为

CELES� SHIPPING� PTE.LTD.在境外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境内保证金总金额

合计8,600万元和1,031万美元， 境外融资计2,239万美元。 CELES� SHIPPING�

PTE.LTD.将上述境外融资主要用于船舶的建造。

（十二）Nordic� Brisbane� Ltd.

1、基本信息

董事 钱瑾、刘云明、Soeren

注册资本 100美元

注册地址 Ajeltake�Road,�Ajeltake�Island,�Majuro,Marshall�Islands

经营范围 船舶买卖及租赁

股权结构

CELES�SHIPPING�PTE.LTD.�91%

NHS�BETEILIGUNGSGESELLSCHAFT�MBH�9%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74 13,084

负债总额 11,492 12,052

流动负债 814 933

银行借款 5,926 6,262

净资产 1,182 1,032

资产负债率 91% 92%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96 2,435

净利润 172 352

注： CELES� SHIPPING� PTE.LTD.为Nordic� Brisbane� Ltd（单船公司）担

保，按国际新造船及航运市场的操作惯例和运作模式，需有单船公司作为船东公司

进行业务操作。因单船公司注册资金有限，境外融资银行以船舶抵押加双方股东担

保的形式为航运船提供贷款，CELES� SHIPPING� PTE.LTD.为该项目的运营及操

作方进行的保证，另一股东NHS作为航运管理一方也提供了担保。

（十三） Nordic� Perth� Ltd.

1、基本信息

董事 钱瑾

注册资本 100美元

注册地址

Ajeltake�Road,�Ajeltake�Island,�Majuor,

Republic�of�the�Marshall�Islands�MH�96960

经营范围 船舶买卖及租赁

股权结构 CELES�SHIPPING�PTE.LTD.�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850 11,302

负债总额 10,325 10,912

流动负债 4,775 4,883

银行借款 0 0

净资产 525 389

资产负债率 95% 97%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7 574

净利润 144 382

注：按国际新造船及航运市场的操作惯例和运作模式，需有单船公司作为船东

公司进行业务操作。 因单船公司注册资金有限，Nordic� Perth� Ltd.�作为项目运营

及操作方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需要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开元

船舶有限公司、CELES� SHIPPING� PTE.LTD.提供担保。

（十四） Nordic� Darwin� Ltd.

1、基本信息

董事 钱瑾

注册资本 100美元

注册地址

Ajeltake�Road,�Ajeltake�Island,�Majuor,

Republic�of�the�Marshall�Islands�MH�96960

经营范围 船舶买卖及租赁

股权结构 CELES�SHIPPING�PTE.LTD.�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47 12,314

负债总额 17,394 11,868

流动负债 16,447 10,488

银行借款 0 0

净资产 453 446

资产负债率 97% 96%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 618

净利润 86 424

注：按国际新造船及航运市场的操作惯例和运作模式，需有单船公司作为船东

公司进行业务操作。 因单船公司注册资金有限，Nordic� Darwin� Ltd.�作为项目运

营及操作方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需要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开

元船舶有限公司、CELES� SHIPPING� PTE.LTD.提供担保。

（十五）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陈豪

注册资本 3272.73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纬地路9号5幢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经营（按备案证明所列范围经营），II类、III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

试剂，不含植入类产品及塑性角膜接触镜）。 化工技术的开发、研究、

转让、信息咨询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

工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农药销售。

股权结构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45%、 燕立波44%、 童笑

4.58%、南京九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6.42%,因董事会成员中公司

委派的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东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行使，

公司对开元医药的表决权比例超过50%，开元医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940 56,393

负债总额 46,928 47,958

流动负债 46,928 47,958

银行借款 20,223 21,848

净资产 8,012 8,435

资产负债率 85% 85%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617 94,941

净利润 -461 0

（十六）安徽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燕立兵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注册地址 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精细化工基地

经营范围

原料药及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化学药品原料药生产技术的开发、研究、转让及信

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68 4,723

负债总额 3,725 4,142

流动负债 3,725 4,142

银行借款 1,000 1,000

净资产 443 581

资产负债率 89% 88%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5 8,066

净利润 -175 -240

（十七）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燕立波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纬地路9号29幢9层

经营范围

药品销售（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化工产品的销售；医疗器

械销售；医药技术的开发、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6 1,901

负债总额 1,755 1,739

流动负债 1,755 1,739

银行借款 1,500 1,500

净资产 -199 163

资产负债率 113% 91%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 2,349

净利润 -362 -400

（十八）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顾晓冲

注册资本 6291.8317万元

注册地址 无锡市全昌路124号

经营范围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肉、禽、蛋、农副产品的收购；食品、针纺织品、五金

交电、电气机械及器材、制冷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百货的零售；制冷设

备的设计、安装、调试、维修、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服务；冰箱的维修；自

有房屋的租赁（不含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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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除外）；为企

业提供管理服务。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67.26%�，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07%，无锡天鹏投资

有限公司12.67%�。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2,041 94,782

负债总额 90,970 95,165

流动负债 38,540 42,796

银行借款 57,500 59,500

净资产 1,071 -382

资产负债率 99% 100%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314 38,107

净利润 1,453 3,263

（十九）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马杰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无锡市通沙路88号

经营范围

食品销售；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肉、禽、蛋、农副产品的收购；水果蔬

菜、生鲜肉类、生鲜禽类、水产品、蛋，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冷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百货、粮食的零售；制冷设备的设计、安

装、调试、维修、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服务；冰箱的维修；自有房屋的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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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机械零配件的加工、维修、安装、服

务；停车服务；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股权结构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970 73,588

负债总额 78,881 89,061

流动负债 44,697 54,939

银行借款 52,500 57,500

净资产 -3,911 -15,473

资产负债率 105% 121%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80 29,524

净利润 1,562 3,380

（二十）无锡市天鹏食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许金键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无锡市通沙路88号

经营范围

猪、牛、羊屠宰及其制品加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与零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农产品的收购；生鲜水产品、蔬菜、鲜肉、肉制品、水果、禽蛋、生鲜禽类

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制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卷

烟、雪茄烟的零售。

股权结构 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有限公司95%、无锡天鹏食品商城有限公司5%

2、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8 2,739

负债总额 1,604 2,731

流动负债 1,602 2,729

银行借款 0 2,000

净资产 103 8

资产负债率 93.96% 99.71%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12 1,173

净利润 95 160

（二十一）无锡市真正老陆稿荐肉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杨波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无锡市通沙路88号

经营范围

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罐头食品(畜禽水产罐头、其他罐头)、方便食品(其他

方便食品)、水产制品(即食水产品)、其他食品(其他食品)的制造、加工；预

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普通货运；小吃店(不含凉菜；不含裱花

蛋糕； 不含生食海产品)(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小食品类制售

(油炸食品)(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百货的零售；五金交电、工艺

美术品、生鲜肉禽蛋、日用杂品的销售；贸易咨询服务；房屋租赁服务；农

副产品收购(不含国家禁止、限制类项目)。

股权结构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90%，江苏无锡朝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48 4,346

负债总额 5,060 3,099

流动负债 4,649 2,689

银行借款 3,000

净资产 1,288 1,247

资产负债率 80% 71%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40 6,079

净利润 41 197

（二十二）无锡市天鹏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吴福强

注册资本 150万元

注册地址 无锡市北塘区全昌路124号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批发与零售。

股权结构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82%，王继平10%，贡宇峰8%。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46 1,052

负债总额 1,311 819

流动负债 1,311 819

银行借款

净资产 234 233

资产负债率 85% 78%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69 2,728

净利润 2 3

（二十三）开元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负责人 戎皓琰

注册资本 4326万港币

注册地址

FLAT�D� 12F,MAN� LOK� BUILDING,89-93,BONHAM� STRAND,

HK

经营范围 贸易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830 23,940

负债总额 12,711 13,927

流动负债 12,711 13,927

银行借款 0 0

净资产 10,119 10,013

资产负债率 56% 58%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797 181,432

净利润 123 1,12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被担保公司目前尚未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担保合同或协议， 实际担保金

额将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并根据实际担保发生金额披露担保进展

公告。

四、董事会意见

2019年4月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对外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及长远

发展，同意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能够控制的参股公司对外担保于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为银行及其他各类融

资项目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34,685万元的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一）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等业务发展需要，为满足

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预计发生的公司及各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能够控制的

参股公司对外担保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期间为银行及其他各类融资项目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34,685万元的担保，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重大风险，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

息披露充分。 （三）我们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五、累计担保数额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能够控制的

参股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96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3.64亿元的

29.75%。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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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

试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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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

号）的有关规定，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

了本报告。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5年，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股份” ）通过向江苏苏汇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汇资管” ）【持有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鸿集团” ）100%股权】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汇鸿集团。汇鸿股份为

吸收合并方和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汇鸿集团为被吸收合并方。吸收合并完成

后，汇鸿集团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并入汇鸿股份，原汇鸿集团予以注销，原汇鸿集

团持有的汇鸿股份的股份也相应注销。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汇鸿股份采用锁价发行方式向战略投资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药圣礼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 并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中和评报字 （2015）第

BJV1003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吸收合并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

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被合并方汇鸿集团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最终选择了资产基础法的 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其中汇鸿集团持有的汇鸿

股份的股份等部分单项资产依据其价值类型、 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了市

场法、收益法等评估方法）。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汇鸿集团 （母公司口径） 净资产账面值

510,798.73万元（资产的账面值1,095,417.58万元，负债的账面值为584,618.85

万元）， 评估值为793,772.97万元， 评估增值为282,974.24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

55.40%。 汇鸿集团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权益为567,757.46万元，评估价值为793,

772.97万元，增值额226,015.51万元，增值率为39.81%。其中，汇鸿集团持有的汇鸿

股份53.14%股份的账面值为47,665.28万元， 按市场法评估价值为112,717.52万

元，评估增值为65,052.24万元。

此外，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汇鸿集团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二级市场

股票账面价值共760,412.90万元（合并口径，不包括汇鸿股份持有的该类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二级市场股票资产，本次评估以2014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

格作为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作价。

三、股份补偿协议

汇鸿股份（甲方）、苏汇资管（乙方）于2015年1月22日签订了《江苏汇鸿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减值补偿的资产范围

减值补偿的资产范围为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汇鸿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二级市场股票资产， 但不包括汇鸿股份合并报表范围内该类

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股票资产” ）。双方将根据经审计的汇鸿集团财务报表、上市

公司的财务报表所列示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二级市场股票资产明细， 另行签署

补充清单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予以明确。

（二）补偿期间及补偿责任

1、双方同意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间为两期：第一期股份补偿期为本次合并评

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 第二期股份补偿期为本次合并评估基准日至合并实施完

毕后的第三个完整会计年度末。

2、补偿期间内，乙方注入的标的股票资产发生减值情形的，则苏汇资管按本协

议以本次合并完成后实际新增的汇鸿股份的股份履行补偿义务。

（三）减值测试

1、甲方汇鸿股份将委托由双方认可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本

次合并资产交割日前一个月份的月末及本次合并实施完毕后第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末对标的股票资产进行两期减值测试， 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股票资产的公允价值变

动、出售等因素引起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减少部分。

2、若补偿期间内该等标的股票资产因实施转增、送股分配或现金分红的，则对

相应标的股票资产的数量及单位公允价值进行复权计算， 并以此计算该等标的股

票资产的期末公允价值；若补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增加或减少金额。 偿期内，该等

标的股票资产同时存在买入卖出的， 按照先进先出原则确定实现的投资收益并计

算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增加或者减少金额。

3、减值测试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由汇鸿股份董事会及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四）补偿实施

1、补偿期间内，标的股票资产任意一期发生减值的，则苏汇资管以其所持有的

一定数量的汇鸿股份股份进行补偿。

2、股份补偿计算公式及补偿方式：

（1）第一期股份补偿：以本次合并的交割日前一个月的月末为基准日，对该等

标的股票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股票资产发生减值的，苏汇资管应补偿的股份

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本次吸收合并每股发行价格。 该部分补偿股份数量由汇鸿股

份按总价1.00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 补偿期间汇鸿股份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

的，本次吸收合并的每股发行价格相应予以调整。

（2）第二期股份补偿：以本次合并实施完毕后第三个完整会计年度末为基准

日，对该等标的股票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若标的股票资产发生减值的，苏汇资管应

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本次吸收合并每股发行价格－资产交割日已补偿

股份数量（若有）。 该部分补偿股份数量由汇鸿股份按总价1.00元的价格回购并予

以注销。 补偿期间汇鸿股份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吸收合并的每股发行价格

相应予以调整。

（3）若上述计算的补偿股份数小于0时，按0取值，即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

不冲回。

3、苏汇资管股份补偿的数量以本次合并实际新增股份数量为限。 本次合并的

实际新增股份数量=本次合并完成后苏汇资管持有汇鸿股份的股份数量—汇鸿集

团目前持有汇鸿股份的股份数量274,251,871股。 补偿期间汇鸿股份发生除权、除

息事项的，股份数量相应予以调整。

四、股份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汇鸿股份（甲方）、苏汇资管（乙方）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了《江苏汇鸿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减值补偿资产的范围如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汇鸿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二

级市场股票资产，但不包括汇鸿股份合并报表范围内该类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股

票资产”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4年12月31

日标的股票资产的账面价值为760,412.90万元，因此，本补充协议中标的股票资产

价值为760,412.90万元。

五、过渡期期间（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8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二

级市场股票资产的增减值及其补偿事项

按照重组方案约定及信永中和出具的《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可供出售

金融 资产 （标的股票资产） 价值变化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XYZH/2015NJA10045）， 过渡期期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二级市场股票资产

的减值1,755,363,333.79� 元应按约定进行股份补偿， 则本次吸收合并应减少新

增发行股份429,184,189� 股，上述第一期股份补偿期补偿完成，随即进入第二期

股份补偿期，2015年8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为3,776,497,661.52元。

六、减值测试的情况以及结论

第一期股份补偿完成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2015年8月31日市值为3,776,

497,661.52元，截止2018年底，公司累计已出售股票价值4,271,732,399.08元，收

到分红235,418,265.63元，2018年末市值为19,064,589.25元。 公司出售价值、收

到分红和2018年末市值之和为4,526,215,253.96元， 高于2015年8月31日市值

749,717,592.44元， 经计算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90,844,441.58

元。

综上得出如下结论：按照重组补偿协议，苏汇资管不需再补偿。

七、本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19日批准报出。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上接B245版）

B246

■ 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