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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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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

数量不发生变动、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动；公司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将发生变动；公司的股本总数也将发生变动，但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2、根据《公司法》规定，本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须经本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由于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

加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审议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临时股东大会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召集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将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

增股本议案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和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3、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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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

能。 

4、由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本公司的财务报

告应当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审计基准日为 2005年 12月 31日。在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公司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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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应当完成审计并及时予以披露。在审计报告及时披露后，公司临时股东大

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将按时召开。如在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

前未能完成审计，则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将相应推迟。 

5、公司流通股股东若不能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则

有效的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

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6、提出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 161,516,456股，占公司总股本 49.77%，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6.83%，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7、截止 200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通化东宝进出口有限公司、东宝集团建筑公司占用公司资金余额分别为

85,155,831.83 元、67,313,448.38 元、63,800,000.00 元。东宝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承诺将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现金偿还上述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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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157,697,280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取上市流通权。根据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 4股的转增股份，相

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1.72股的对价。在转增股份支付完成后，公司的非

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法定承诺事项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特别承诺事项 

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所持有的原通化东宝非流通股

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

后的二十四个月内，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6元。 

在通化东宝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而导

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时，上述设定的价格（6元）将按以下公式进行复权计算： 

派息时：P1=P-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1+N）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P1=（P-D）/（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AK）/（1+K） 

三项同时进行： P1=（P-D+AK）/（1+K+N） 

其中，P=6 元，P1 为调整后的价格，D 为每股派息，N 为送股率或转增股

本率，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K，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东保证：“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承诺的，将赔

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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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人声明 

参加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减持或转让其所持有的原通化东宝非流

通股股份，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2006年 4月 25日 

2、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5月 10日 

3、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5月 8日～2006年 5月 10日期间

的股票交易时间，即每个交易日 9：30～11：30，13：00～15：00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股票自 4月 3日起停牌，最晚于 4月 17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

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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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

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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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

下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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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435-5088126 

联系人：王君业  谷丽萍 

传真：0435-5088268 

电子信箱：zqb@thdb.com 

公司网站：http://www.dongbao.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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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4]3号），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商务部《关于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

[2005]86号）等文件精神，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书面

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

化东宝董事会根据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简单

易行、维持市场稳定的原则，提出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方式、数量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本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

排对价，公司以现有流通股 157,697,28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非流通股份由此获取上市流通权。在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中，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 4股的转增股份，相当

于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1.72股的对价。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87,571,948股。 

截至 2005年 9月 30日，公司资本公积金总额为 741,122,832.93元，全部可

用于转增股本，满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的要求。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方案若获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

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

股数量，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对价比例所获股票计算后不足

一股的零碎股，按照《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

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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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流通股股东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权比例

增减(%) 

1 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1,516,456 49.77 161,516,456 41.67 -8.10
2 其他法人股东 5,279,300 1.62 5,279,300 1.37 0.26

合计 166,795,756 51.40 166,795,756 43.04 -8.37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累计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预计） 
承诺的限售条件 

1 
东宝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61,516,456 G+60 个月后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六

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2 
其他非流通

股东 
5,279,300 G+12个月后 

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注：①以上表格系基于公司股本在此期间不发生变动的假设所编制的，未来若公司股本

发生变化，则将进行相应的调整。②G日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之日即股票复牌之日。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66,795,756 51.40 -166,795,756 0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166,795,756 51.40 -166,795,756 0 0 

1、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166,795,756 166,795,756 43.04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合计 0 0 166,795,756 166,795,756 43.04 

A股 157,697,280 48.60 63,078,912 220,776,192 56.96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157,697,280 48.60 63,078,912 220,776,192 56.96 

股份总额 324,493,036 100.00 63,078,912 387,571,9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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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控股股东东宝集团提出，东宝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61,516,4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77%，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6.83%，超过

了公司非流通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对未就本股权改革方案表示意见或者已表示反对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如以

书面形式明确要求取得定向转增的股份，东宝集团承诺代为支付对价，被代付对

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东宝集团

的同意，并由通化东宝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方案参与各方在充分尊重事实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受能力、公司股本结构等因素，确定对

价安排的方式和数额，本次改革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对价安排合理。具体分析如

下： 

1、对价标准的制定依据 

（1）基本原理 

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股价受部分股份不能流通的预期这一特定因素的影

响，流通股相对于非流通股有一个流动性溢价；同时，由于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

通，非流通股相对于流通股有一个流动性折价。因此在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

股的价格一般应低于流通股的价格。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所有的股份将有相同的

价格，原流通股的流动性溢价消失了和原非流通股的流动性折价将消失了。因此，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需要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作出一定的对价安排。 

（2）基本原则及基本公式 

股权分置实施后，存在一个理论股价，在该股价水平上，公司总市值与改革

前的公司总市值相等，我们称之为均衡股价。存在如下公式： 

P1×N1＋P2×N2＝Pa×（N1＋N2） 

同时：P1×N1＝Pa×Na 

          P2×N2＝Pa×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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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1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前的流通股每股估值；P2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

施前的非流通股的每股估值；Pa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的股票的理论价格即均

衡股价；N1指流通股数量；N2指非流通股数量；Na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原流

通股股东所持的股票数量；Nb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

数量。 

（3）股票估值依据和参数的选择 

①N1按公司目前的流通股股本 157,697,280 股计算； 

②方案实施前流通股的每股估值 P1为：按 2006年 3月 31日的收盘价 3.93

元/股计； 

③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的每股估值 P2取 2005年三季度末调整后的每股净资

产 3.60元/股。 

（4）对价的计算 

Pa＝（P1×N1＋P2×N2）/（N1＋N2） 

＝(3.93×157,697,280＋3.60×166,795,756)/324,493,036 

＝（619,750,310.40＋600,464,721.60）/324,493,036 

＝3.7604 元/股 

Na＝P1×N1/Pa＝619,750,310.40/3.7604＝164,809,677 股 

△N1＝Na－N1＝164,809,677－157,697,280＝7,112,397 股 

每 10 股流通股可获对价＝7,112,397/157,697,280×10＝0.45 股 

（5）对价的确定 

根据上述计算，为了使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并保证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因此

受损失，现非流通股股东应向现流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流通股至少 0.45 股的比例

安排对价。考虑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为了充

分尊重和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经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将方案确

定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为其获得的流通权作出对价安排，每 10 股流

通股获付 1.72 股。 

2、转增股本与直接送股的对应关系 

对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定向转增 4 股，相当于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直接送

1.72 股，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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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数×定向转增比例×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流通股数＋流

通股数×定向转增比例×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157,697,280×0.4×51.40%）÷(157,697,280 + 157,697,280×0.4×

48.60%)=0.172 

3、股权分置改革后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影响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对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

安排为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4 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1.72 股，

高于非流通股为获得流通权而支付的理论送股数，充分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权益

的保护和对投资者的尊重。同时,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宝集团承诺所持有的原通化

东宝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上述

锁定期限届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价格不低于人民

币 6元。 

保荐机构认为：通化东宝的改革方案对价水平安排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基本面

和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并有利于通化东宝的发展和市场的稳定，充

分保护了改革前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次通化东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

股股东的对价安排是合理、公正的，方案涉及的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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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承诺事项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特别承诺事项 

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宝集团承诺所持有的原通化东宝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的二十四个

月内，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6元。 

在通化东宝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而导

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时，上述设定的价格（6元）将按以下公式进行复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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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时：P1=P-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1+N）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P1=（P-D）/（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AK）/（1+K） 

三项同时进行：P1=（P-D+AK）/（1+K+N） 

其中，P=6 元，P1 为调整后的价格，D 为每股派息，N 为送股率或转增股

本率，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K，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3、为履行特别禁售承诺所作的相关安排 

（1）关于承诺的禁售期的计算方法 

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宝集团承诺的禁售期为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具体计

算系自流通股股东获得的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连续计算的 60 个月的期间。 

（2）关于禁售或限售承诺的履约风险防范 

在执行对价安排后，东宝集团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对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进行锁定，并在所承诺的禁售期间内接受

保荐机构对履行承诺义务的持续督导。 

（3）违反禁售承诺出售股票所获资金的处理方法 

东宝集团承诺：若违反所作的禁售承诺出售所持有的原通化东宝的非流通股

股份，所得资金将归股份公司所有； 

（4）违反禁售承诺的违约责任及其执行方法 

东宝集团承诺：若违反所作的禁售承诺出售所持有的原通化东宝的非流通股

股份，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出售股份所得资金归股份公司所有；应该自违

反承诺出售股份的事实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将出售股份所得资金支付给股份公

司。 

（5）禁售期间持股变动情况的信息披露方法 

东宝集团承诺：在所承诺的禁售期间，若持有原通化东宝非流通股股份的情

况发生变动，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日内将持股变动情况书面通知股份公司，

并由股份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予以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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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东保证：“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承诺的，将赔

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5、承诺人声明 

参加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减持或转让其所持有的原通化东宝非流

通股股份，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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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非流通股份

比例(%) 

占总股份 

比例(%) 

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1,516,456 96.83 49.77 

合计 161,516,456 96.83 49.77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出具之日，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没有

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况。 

三、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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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公司董事会将通过投资者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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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及电子邮箱，

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如临时股

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未能批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

会付诸实施。 

（二）股权分置改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

公司董事会将进行充分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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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请平安证券为保荐机构，聘请

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为律师。 

1、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黎成 

保荐代表人：陈新军 

项目经办人：王雯、陈华、王泽 

联系电话：021－62078613 

传真：021－62078900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8号静安广场 6楼 

邮编：200040 

2、律师事务所：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于文霞 

办公地址：长春市新发路 508 号 

经办律师：郭淑芬、王涛 

电话：0431-8904799 

传真：0431-8904799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

改革方案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

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经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声明并经公司核查，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

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通化东宝流通股股份，在董事会公告改革

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通化东宝流通股股份。 

（二）保荐意见结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出具保荐意见，认为：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遵循诚信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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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遵循市场化原则，安排的对价合理； 

4、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双赢； 

5、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具有执行对价安排、履行承诺事项的

能力； 

6、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已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据此，保荐机构同意推荐通化东宝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三）律师意见结论 

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如

下： 

通化东宝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参与主体资格合法；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有关的法律文件齐备，形式完整，内容合法；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实施程序

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的要求。如获得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其实施不存在法

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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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之盖

章页）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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