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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鲁西化工”或“公司”）。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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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 鲁西 01，债券代码：112825.SZ）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一）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鲁西化工发生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西集团”）的事

项，基本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具体方式为鲁西化工通过向鲁西集团的全部股东，即中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投资”）、中化投资(聊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化聊城”）、聊城市财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控股”）和

聊城市聚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合投资”），发行股份的方式对鲁

西集团实施吸收合并。鲁西化工为吸收合并方，鲁西集团为被吸收合并方，中

化投资、中化聊城、财信控股和聚合投资为交易对手方。本次交易完成后，鲁

西化工为存续方，将承继及承接鲁西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人员、业务、合

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鲁西集团将注销法人资格，鲁西集团持有的鲁西化

工 492,248,464 股股票将被注销，中化投资、中化聊城、财信控股和聚合投资将

直接持有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鲁西化工股票。 

2、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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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英文） Luxi Chemical Group Co.,Ltd. 

成立日期 1998 年 6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919,676,011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614071479T 

法定代表人 王延吉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鲁西化工 

股票代码 000830 

注册地址 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鲁西化工总部驻地 

主要办公地 山东省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办公地址邮编 252000 

联系电话 0635-3481198 

互联网网址 www.luxichemical.com 

电子信箱 000830@lxhg.com 

经营范围 

化学肥料及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化工原料的生产销

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供热、供汽服务；化工

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的生产、销售；

化工生产专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化工技

术咨询与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鲁西化工本次吸收合并的交易对方为鲁西集团的全部股东，包括中化投

资、中化聊城、财信控股、聚合投资。吸收合并前，上述交易对手方持有鲁西

集团股权比例分别为 39.00%、35.00%、16.00%和 10.00%。 

4、本次交易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金成 

注册资本 108,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167854745H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 
中化投资持股 39.00%；财信控股持股 35.00%；中化聊城持股

16.00%；聚合投资持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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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山东省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产业园内 

鲁西集团驻地 

主要办公地 
山东省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产业园内 

鲁西集团驻地 

经营范围 

化学原料、机械设备和化工原料（未经许可的危险品除外）的生

产和销售；自有房屋、土地的租赁，物业管理、房屋修缮、水电

暖等公共设备的维修，环境绿化工程；种植和施肥机械、作物收

获机械的租赁；化工技术咨询与服务；企业管理软件的开发及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安排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触发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受托管理人中泰证券召集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按照会议

议程审议了《关于同意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的议案》，中泰证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出具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鲁

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三）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

限公司的公告》《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本次交易对发行人的主要影响如下： 

1、本次交易对鲁西化工主营业务的影响 

鲁西集团系持股型公司，除了持有鲁西化工股份以外，不直接从事其他具

体的生产经营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鲁西化工将承继及承接鲁西集团的全部

资产、负债、人员、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鲁西化工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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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对鲁西化工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XYZH/2022JNAA3B0011 的《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9 月、2021 年度、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编号为 XYZH/2022JNAA3F0001 的《鲁西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9 月、2021 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本次交易

完成后，鲁西化工将吸收合并鲁西集团，2022 年 9 月末，鲁西化工的资产规模

降低 2,488.27 万元，负债降低 3,801.20 万元；2021 年 12 月末鲁西化工的资产

规模增加 7,457.45 万元，负债总额降低 3,506.60 万元；鲁西化工资产和负债的

变动主要是由于关联交易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因鲁西集团

系持股型公司，主要是持有鲁西化工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营业收入等盈利

指标未发生重大变动。 

3、本次交易对鲁西化工股权结构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现金选择权和鲁西集团

及鲁西化工的利润分配）鲁西化工的股权结构预计变化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鲁西集团 492,248,464 25.64 - - 

2 中化投资 439,458,233 22.89 634,924,550 32.92 

3 中化聊城 - - 80,191,310 4.16 

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 
931,706,697 48.53 715,115,860 37.08 

4 财信控股 - - 175,418,489 9.10 

5 聚合投资 - - 50,119,568 2.60 

6 其他股东 987,969,314 51.47 987,969,314 51.23 

合计 1,919,676,011 100.00 1,928,623,231 100.00 

本次交易前，鲁西化工总股本为 1,919,676,011 股。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

次吸收合并拟发行 501,195,684 股股份，鲁西集团持有的鲁西化工 492,248,464

股股份将被注销，本次交易实际新发行股份数量为 8,947,220 股股份。在不考虑

现金选择权的情形下，交易完成后鲁西化工总股本为 1,928,623,23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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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鲁西化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鲁西化工实际控制权变更。 

中泰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鲁西化工

吸收合并鲁西集团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二、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 

（一）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鲁西化工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近日公司已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变更

手续，并取得了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王延吉先生。 

（二）新任法定代表人简历 

王延吉先生：男，汉族，1968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

大学学历。曾任第一化肥厂技改办主任、第四化肥厂厂长、煤化工集团总经

理、煤化工事业部部长、化工事业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鲁西化工副总经

理。现任鲁西化工总经理。 

（三）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鲁西化工

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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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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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

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