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260                 证券简称: 凯乐科技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摘要） 

 

 

 

保荐机构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凯乐科技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2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2、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股份为国家股，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

意。 

3、本公司非流通股份存在质押情况的说明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155.60万股股份，目前已将其中

的4,136万股股份进行质押。由于质押股份仅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40.73%，荆州

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有能力执行对价安排，其质押事项将不影响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的顺利进行。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天成投资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450万股、300万股、150万股非流通股股份，该等股份目

前已被全部质押。 

为了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同意先行代为垫付应由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

司执行的对价安排，同时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

公司承诺在凯乐科技非流通股股份禁售期满后一年内偿还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

有限公司代为垫付的全部股份，并已签署相关协议。代为垫付后，北海银河高科

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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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向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其同意。深圳

天成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办理用于支付对价股份的解除质押手续，并承诺在公

司召开相关股东会议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之前办理完毕相关手续，按期支付对

价。 

4、股票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价波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

不确定的影响。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上市流通权，向公司流通

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基本情况为：以现有总股本26,382万股为基数，由荆州市

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湖北长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裕鹏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天成投资有限公司八家非流

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股支付4股股票对

价，共支付4,750.56万股股票给流通股股东。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所持有的凯乐科技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

限公司和湖北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承诺，在上述十二个月禁售期满后，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3、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

限公司和湖北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承诺，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

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

时履行公告义务。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12月1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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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5年12月12日至2005年12月14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 2005年 11月 14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5

年 11月 24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5年 11月 23日（含本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

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5年 11月 23日（含本日）之前公告协商确

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

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27)87250890；87250746；87250935 

传真：(027)87250586 

联系人：苏文华、罗忠杰、周胡培 

电子信箱：k5209491@126.com 

公司网站：http://www.cnkaile.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凯乐科技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5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及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

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并书面

委托公司董事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拟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向流通股股东支

付一定数量的股份以使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上市流通权，向公司流通

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基本情况为：以现有总股本26382万股为基数，由荆州市

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湖北长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沈阳裕鹏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天成投资有限公司八家非流

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股支付4股股票对

价，共支付4750.56万股股票给流通股股东。 

由于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已被质押，暂无执行对价安排的能力。为了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

顺利进行，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先行代为垫付应由北海银河高科技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的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北海

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如上市

流通，应当向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荆州

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的同意。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每位流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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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按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登记结算公司相关办法的零

碎股处理办法处理。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

办理过户手续，过户完成后，所获得的股份即可上市流通。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对价安排由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分

担，执行对价安排情况如下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本次应执

行对价安

排股份数

量（股） 

本次实际

执行对价

安排股份

数量（股） 

持股数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1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

公司 
101,556,000 38.49 33,259,423 35,715,661 65,840,339 24.96

2 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22,500,000 8.53 7,368,713 7,368,713 15,131,287 5.74

3 
湖北长信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9,000,000 3.41 2,947,485 2,947,485 6,052,515 2.29

4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4,500,000 1.71 1,473,743 0 4,500,000 1.71

5 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1.14 982,495 0 3,000,000 1.14

6 深圳天成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0.57 491,247 491,247 1,008,753 0.38

7 
沈阳裕鹏实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0 0.57 491,247 491,247 1,008,753 0.38

8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00 0.57 491,247 491,247 1,008,753 0.38

 合  计 145,056,000 54.98 47,505,600 47,505,600 97,550,400 36.98

（注：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应执行的对价由科

达商贸先行代为垫付）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13,191,000 G+12个月后—G+24个月内 

13,191,000 G+24个月后—G+36个月内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39,458,339 G+36个月后 
1 

小计                               65,840,339 

2 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13,191,000 G+12个月后—G+24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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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287 G+24个月后—G+36个月内 

 小计                              15,131,287 

3 湖北长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052,515 G+12个月后 

4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 G+12个月后 

5 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G+12个月后 

6 深圳天成投资有限公司 1,008,753 G+12个月后 

7 沈阳裕鹏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8,753 G+12个月后 

8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8,753 G+12个月后 

注：G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日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万股） 变动数（万股） 变动后（万股）
非流通股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4,505.60 -14,505.60 0 

 非流通股合计 14,505.60 -14,505.60 0 

有限制条件的流

通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9,755.04 9,755.04 

 有限制条件流通股合计 0 +9,755.04 9,755.04 

无限制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11,876.40 +4,750.56 16,626.96 

 
无限制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11,876.40 +4,750.56 16,626.96 

股份总额  26,382.00  26,382.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方案实施后市盈率倍数的预测 

凯乐科技属于比较大型的新材料企业，主营为塑料材料的制造和销售等。参

考凯乐科技在国外成熟市场的主要同行业竞争对手上市公司的股价市盈率情况，

综合考虑凯乐科技的自身成长能力、管理能力、盈利能力和经营能力水平，同时，

考虑到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股锁定承诺因素，预计本方案实施后的股票市盈率水

平应该在13倍左右。 

2、每股收益水平估计 

2005年9月30日，凯乐科技总股本26382.00万股，据估计，2005年公司每股

收益不低于0.24元。 

3、理论对价比例测算 

公司理论估值：3.12＝13倍市盈率×0.24（05年每股收益预计为0.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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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流通权价值：0.94＝4.06（股改说明书签署日之前，换手率为 100%情

况下的交易加权均价）-3.12（公司理论估值的股价） 

向流通股执行对价安排的比例：0.30=0.94（每股流通权价值）/3.12（公司

理论估值的股价） 

经上述对价测算，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

支付的股份数量约为 0.30股（即向每 10股流通股执行对价安排的数量为 3股）。 

为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并体现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的诚意，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愿意将对价安排数量提高到 0.40 股，即流通股股东

每 10股获送 4股。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支付 4,750.56万股股份给全体流通股股

东。 

上述方案有利于保障流通股股东利益，强化了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共

同促进实现公司总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统一利益机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

展。保荐机构认为凯乐科技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

股东支付的对价是合理的。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所持有的凯乐科技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

公司和湖北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承诺，在上述十二个月禁售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

公司和湖北公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承诺，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

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

履行公告义务。 

2、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承诺义务所提供的保证安排 

公司非流通股东具有履行上述承诺的能力，且上述承诺与证券交易所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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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结算公司实施监管的技术条件相适应。非流通股东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进行锁定，并在承诺期间内接受保荐

机构对承诺人履行承诺义务的持续督导。 

3、承诺人声明 

全体非流通股东承诺：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

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

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东提出了凯乐科技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持有公司

14,505.60万股股份，占非流通股份的100%，占总股本的54.98%。 

上述非流通股东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冻结情况，但存在下列质押

情况： 

1、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已将所持有的1,500.00万股凯乐科技

非流通股股份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质押期限为2005年6月30日至

2006年6月30日；将所持有的1,100.00万股凯乐科技非流通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工

商银行公安县支行，质押期限为2005年9月13日日至2006年9月13日；将所持有的

1,500.00万股凯乐科技非流通股股份质押给武汉长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质押期

限为2005年10月9日至2006年10月9日。将所持有的36.00万股凯乐科技非流通股

股份质押给武汉华科大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2005年11月7日至2009年1

月31日。上述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凯乐科技股份的40.73%，占凯乐科技总股本的

15.68%。 

2、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将所持有的450.00万股凯乐科

技非流通股股份全部质押在中国工商银河北海分行，质押期限为2004年6月24日

至2009年6月23日。此项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凯乐科技股份的100%，占凯乐科技总

股本的1.71%。 

3、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将所持有的300.00万股凯乐科技非流通股

股份全部质押在中国工商银河北海分行，质押期限为2004年6月24日至2009年6

月23日。此项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凯乐科技股份的100%，占凯乐科技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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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4、深圳市天成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已将所持有的150.00万股凯乐科技非流通

股股份全部质押。此项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凯乐科技股份的100%，占凯乐科技总股

本的0.57%。 

为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顺利进行，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将对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所执行的对价安排先

行代为垫付；同时，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在凯乐科技原非流通股股份禁售期满后一年内偿还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

限公司代为垫付的全部股份，并已签署相关协议。代为垫付后，北海银河高科技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

向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荆州市科达商贸

投资有限公司的同意。 

深圳市天成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办理用于支付对价股份的解除质押手续，

并承诺在公司召开相关股东会议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之前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按期支付对价。 

根据当前股东股权质押情况以及股东做出的承诺，结合股东拟执行的对价的

数量，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数量及状态不会对改革方案的实施构成影响。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及相应处理方案 

（一）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通过相关股东会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

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于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能否顺利通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未获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则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将不能实施，本公司仍将保持现有的股权分置状态。 

相应处理方案：公司将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路演、走访机

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

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广泛征集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得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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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 

（二）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质押的风险 

截止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存在质押等情形，且

由于距执行对价安排尚有一定时间间隔，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股份

存在被司法冻结、质押的可能。 

相应的处理方案：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拟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股份被冻结、

质押，以致无法支付对价，公司将督促该非流通股股东解除被冻结、质押的股份，

或寻求其他方式解决该非流通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问题。如在公司召开相关股东

会议之前仍未能解决的，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将终止。 

（三）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在尚处于初级阶段和发展当中的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事项蕴含一定

的市场不确定风险，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涉及各方的观点、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差

异较大，因此有可能存在股票价格较大波动的风险。 

相应处理方案：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

的程序，忠实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同时，本公司也提醒投资者，尽管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凯乐科技的持续发展，但方案的实施并不能给凯乐

科技的盈利和投资价值立即带来爆发式的增长，投资者应根据凯乐科技披露的信

息进行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面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不予批准的风险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县国资局所持股份为国家股，实施本方案而涉及的国有股

权处置事项须报湖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依据《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应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取得湖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文件。 

相应处理方案：公司董事会将及时上报改革方案，积极与湖北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进行沟通，争取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前，尽

快取得湖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文件。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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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38楼 

住     所：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26楼2611室 

保荐代表人：赵瑞梅 

项目主办人：赫  涛 

联  系  人：李忠文、付  竹、程  慧、张  婷 

电      话：020-87555888转 

传      真：020-87553583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  辉                          

法定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四楼 

保荐代表人：孙利军 

电      话：010－62200512 

传      真：010－62200502 

律师事务所：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潘  玲 

办公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518号招银大厦10楼 

经办律师：潘  玲、乐  瑞 

电话：027-85772657  85791895 

传真：027-85780620 

（三）保荐意见结论 

在凯乐科技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以及

相关承诺、预测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保荐机构认为：凯乐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凯乐科

技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合

理，凯乐科技非流通股股东有能力履行相关承诺，保荐机构愿意推荐凯乐科技进

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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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意见结论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湖北凯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鄂正律公字（2005）082号]，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在核

查后认为：参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均合法、有效，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内容符合我国现行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承诺合

法、有效；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须的批准程序；公司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尚待国资委正式批准以及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指导下实施。 

 

 

湖北凯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年 1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