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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4-068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恒基达鑫”）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根据监管部门的

要求，现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 7 名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情况 

1、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友化工”）拟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 500.00 万股，认购金额为 3,745.00 万元，其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经营所得。 

实友化工就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出具了《资金来源说明函》，说明：

“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恒基达鑫或其利益相关方财务资助的

情况”。 

2、珠海横琴新区恒荣润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资金来源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润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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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恒荣润业”）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1,000.00 万股，认购金

额为 7,490.00 万元，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投

资者投入资金。恒荣润业投资者拟投入资金及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投资额（万元） 资金来源情况 

1 王刚 76.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家庭积蓄 

2 张辛聿 1,52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家庭经营所得及其他自筹资金 

3 冯毅 1,140.00 个人自有资金 

4 黄雪林 1,140.00 个人自有资金 

5 王炽东 1,140.00 个人自有资金 

6 刘亚晖 1,140.00 个人自有资金 

7 钟玉梅 7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家庭积蓄及其他自筹资金 

8 陈理波 532.00 个人自有资金 

9 杨毅 152.00 个人自有资金 

合计 7,600.00 - 

恒荣润业及其投资者就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均出具了《资金来源说

明函》，说明：“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恒基达鑫或其利益相关

方财务资助的情况”。 

3、珠海横琴新区荣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资金

来源 

珠海横琴新区荣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

琴荣通”）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00.00 万股，认购金额为

1,498.00 万元，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投资者

投入资金。横琴荣通投资者拟投入资金及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投资额（万元） 资源来源情况 

1 苏清卫 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家庭积蓄 

2 陆文纲 81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家庭积蓄及其他自筹资金 

3 张恒 82.5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个人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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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文浩 75.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和家庭积蓄 

5 蒋毅 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家庭积蓄 

6 邹郑平 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家庭积蓄 

7 李立瑾 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家庭积蓄 

8 李伟 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积蓄 

9 朱振华 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个人自筹 

10 闫杰 60.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个人自筹 

11 段晓婷 45.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个人自筹 

12 张红 20.25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家庭积蓄 

13 陈子红 15.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家庭积蓄 

14 钏志宏 15.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及个人自筹 

15 高绍丹 7.5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 

16 杨超 6.00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 

17 朱荣基 3.75 个人多年工资薪酬所得 

合计 1,500.00 - 

横琴荣通及其投资者就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均出具了《资金来源说

明函》，说明：“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恒基达鑫或其利益相关

方财务资助的情况”。 

4、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创投”）拟认购

本次非公开股票 500.00 万股，认购金额为 3,745.00 万元，其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增资款。 

华信创投就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出具了《资金来源说明函》，说明：

“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恒基达鑫或其利益相关方财务资助的

情况”。 

5、深圳鹏万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深圳鹏万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万里”）拟认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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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公开股票 100.00 万股，认购金额为 749.00 万元，其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注册资本金。 

鹏万里就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出具了《资金来源说明函》，说明：

“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恒基达鑫或其利益相关方财务资助的

情况”。 

6、乔通认购资金来源 

乔通拟认购本次非公开股票 500.00 万股，认购金额为 3,745.00

万元。乔通持有北京鑫利大通投资有限公司 90%股权，其本次认购资

金来源主要来源于该企业历年分红积累及其他个人自筹资金。 

乔通就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出具了《资金来源说明函》，说明：“本

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恒基达鑫或其利益相关方财务资助的情

况”。 

7、孔莹认购资金来源 

孔莹拟认购本次非公开股票 200.00 万股，认购金额为 1,498.00

万元。孔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多年工资

薪酬所得、家庭多年经营服装业务积累所得以及自筹资金。 

孔莹就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出具了《资金来源说明函》，说明：“本

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恒基达鑫或其利益相关方财务资助的情

况”。 

二、非自然人认购对象是否存在结构化融资方式的情况 

本次发行的 7 名认购对象中共有 5 名非自然人认购对象，分别为

实友化工、恒荣润业、横琴荣通、华信创投和鹏万里，上述 5 名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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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认购对象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在其存续期间，其投资者

之间不存在分级或其他结构化安排的情况”。 

三、关于公司是否存在直接或通过公司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

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承诺 

公司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

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 

四、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协议的情况 

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协议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的相关内容。 

五、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人变更原因、变更进展，是否对本

次发行股份认购造成不确定性的情况 

1、变更原因和变更进展 

公司因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为避免内幕信息泄露，公

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5 日停牌。在此期间，公司与投资

者沟通认购意向，认购对象最终确定为实友化工、恒荣润业等 7 名对

象。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于 2014 年 6 月 3 日成立，由于新的投资者

加入及合伙企业合伙人出资情况变更。因此，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在

合伙企业成立后进行了变更。 

恒荣润业成立时投资额为 1,000.00 万元，共 3 名合伙人，其中王

刚为普通合伙人，张辛聿和杨倚静为有限合伙人。截至本公告日，恒

荣润业合伙人变更为王刚、张辛聿、冯毅、黄雪林、王炽东、刘亚晖、

钟玉梅、陈理波和杨毅，其中王刚为普通合伙人，其他 8 名合伙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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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人。 

横琴荣通成立时投资额为 1,000.00 万元，共 2 名合伙人，其中苏

清卫为普通合伙人，李立瑾为有限合伙人。截至本公告日，横琴荣通

投资额变更为 1,500.00 万元，其合伙人变更为苏清卫、陆文纲等 17

名合伙人，其中苏清卫为普通合伙人，其他 16 名合伙人为有限合伙

人。 

截至本公告日，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已完成合伙人工商变更登

记。 

2、是否对本次发行股份认购造成不确定性的情况 

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人承诺其认购资金于恒基达鑫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批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

行方案前缴足。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承诺：“恒基达鑫本次非公开发

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批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方案前，

本企业保证有充足的资金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因此，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能够按照各自拟认购股份数量缴纳认

购资金，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人变更不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认购造

成不确定性。 

六、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人是否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况 

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人承诺其认购资金于恒基达鑫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批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

行方案前缴足。 

七、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合伙人是否存在与发行人应披露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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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关系 

公司已披露与恒荣润业、横琴荣通合伙人的关联关系，具体内容

可查阅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4 年度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与恒荣润业、横琴荣

通合伙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 

公司承诺与恒荣润业、横琴荣通合伙人除已披露的关联关系外，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 

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公司与恒荣润业、

横琴荣通合伙人除已披露的关联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

关联关系。 

八、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股份认购协议的情况 

（一）股份认购协议对认购对象锁定期满减持股份的约定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恒荣润业、横琴荣通签订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可查阅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5）。 

此外，通过恒荣润业、横琴荣通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朱荣基、程文浩、高绍丹、张辛聿、苏清

卫、邹郑平、李立瑾均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1、恒荣润业/横琴荣通所认购恒基达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

售期满减持股份时，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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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不通

过短线交易、内幕交易等方式操控股价，配合恒荣润业/横琴荣通减

持股份。 

2、本人通过恒荣润业/横琴荣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

期满后，本人担任恒基达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恒基达鑫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不

再担任恒基达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人离职之日起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恒基达鑫股份。” 

（二）股份认购协议是否明确恒荣润业、横琴荣通为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恒荣润业和横琴荣通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青运不构成一致行动

人。《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亦约定在恒荣润业、

横琴荣通存续期间，不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作出任何口头或书面的

一致行动安排或协议，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非一致行动人。 

九、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 7 名认购对象签订的股票认购协议是否

明确约定其的认购义务和违约责任的情况 

公司与本次发行的 7 名认购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已明确约定其的认购义务和违约责任，具体内容可查阅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 

十、在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方案时，本次发行的 7 名认购对象

出资能否到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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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 7 名认购对象均出具了《承诺函》，承诺：“恒基达

鑫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批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

备发行方案前，本企业保证有充足的资金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因此，公司在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方案时，本次发行的 7 名

认购对象出资能够及时到位。 

十一、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本次发行的 7 名认购对象就本次

发行事项是否存在除认购协议、合伙协议以外其他安排和协议的情况 

公司承诺：“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对象除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之外，不存在上述协议以外的其他

安排和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