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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

对《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

查意见，并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向本财务顾问作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

资料或副本资料，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

印章均是真实的；所有文件和材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本财务顾问

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收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有充分理由

确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告文件进行核查，确信公告文

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 

二、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三、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

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核查意见所述事项并不代表有权机关对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的实

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五、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

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有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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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七、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收购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已提交其内核机构审查，并获

得通过；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内部防火墙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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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中具有以下含义： 

本核查意见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财务顾问、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水发众

兴集团、受让方 
指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派思股份、上市公司、标

的公司 
指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派思投资、转让方 指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水发控股 指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水发集团 指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

转让 
指 

水 发 众 兴 集 团 通 过 协 议 转 让 方 式 受 让 上 市 公 司

120,950,35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9% 

本次交易 指 

水发众兴集团通过协议转让及向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或

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等方式取得派思股份

控制权的行为 

标的股份 指 

水发众兴集团拟通过本次股份转让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即上市公司 120,950,35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9%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框

架协议 
指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9.99%股份转让框架协

议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格式准则第 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核查意见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

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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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

序，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尽职调

查，并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审阅及必要核查，从信息披露义务人财

务顾问角度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内容、方式等进行必要的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和安排，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和《格式准则第 15号》、《格式准则第 16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信息披露

要求，未见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号 

法定代表人 尚智勇 

注册资本 10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672223098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2008年 2月 22日 

经营期限 2008年 02月 2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产利用，其他水的处理、利

用与分配；电力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燃气、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煤

炭、金属材料、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木材的销售；防洪除涝

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其他水利管理，环境治理；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土木工程施工；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其他综合专业技术服务；

环保、社会公共安全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非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

处理；医院服务，卫生院及社区医疗服务，妇幼保健服务；以自有资

金对外投资及管理；蔬菜、园艺作物的种植，水果、坚果、饮料和香

料作物的种植，中药材的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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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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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

形。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

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收购派思股份股权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能够提供

《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控制结构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水发控股，水发控股持有水发众兴集团

86.77%的股权，山东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水发众兴集团 13.23%的股权。 

水发集团持有水发控股 100.00%股权，持有山东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水发众兴集团 100.00%股权。 

山东省国资委持有水发集团 70.00%股权，山东省国惠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水

发集团 20.00%股权，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水发集团 10.00%股权，山东省

国资委持有山东省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100.00%股权,山东省国资委从而直接或间

接持有水发集团 90.00%股权。因此，山东省国资委为水发众兴集团的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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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水发众兴集团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充

分披露了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企业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情况的核查 

1、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

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山东水发水务有限公司 1,000.00 51.00% 城乡供排水、污水处理 

2 临朐众兴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 

3 山东水发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环保项目投资 

4 山东水发众兴热电有限公司 4,000.00 60.00% 生物质发电、供热投资 

5 
山东永能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12,900.00 46.51% 

合同能源管理、环保节

能工程及技术研发、生

物质发电 

6 
山东平原汉源绿色能源有限公

司 
11,670.00 80.00% 

生物质发电、供暖、工

业蒸汽 

7 
山东水发众兴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500.00 80.00% 垃圾处理 

8 山东百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111.00 65.00% 水利水电工程 

9 丰远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13,133.00 51.00% 
新能源运营/施工（EPC

总承包） 

10 水发众兴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60.00% 
天然气销售；天然气管

道安装 

11 
济南沃特佳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9,981.18 52.11% 水处理成套设备 

注 1：上述企业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级子公司。 

注 2：以上持股比例均为直接持股。 

2、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水发控股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水发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37.00 40.96%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新能源

科技 

2 
山东水发全程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10,000.00 100.00% 商务咨询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7ce0f3a4c92de942cca742ec76eba5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946845c74a1be2b9ae30c13f3d62edc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946845c74a1be2b9ae30c13f3d62ed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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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东水发水资源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20,000.00 100.00% 水资源管理服务 

4 山东水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5 山东水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7,525.00 66.64% 控股（平台）公司 

6 水发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7 
山东水发建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3,000.00 100.00% 股权投资、管理咨询 

8 山东和汇水利设备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水利设备销售 

9 齐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51.00% 控股（平台）公司 

10 水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1,000.00 75.00% 融资租赁 

11 山东水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100.00% 物业管理 

12 
山东水利锋士自动化系统有

限公司 
1,000.00 50.00% 设备销售 

13 山东祥源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7,843.00 51.00% 水利投资建设 

14 
水发民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 

15 山东水发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166.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16 
山东水发天源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 
11,000.00 51.82% 控股（平台）公司 

17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105,000.00 86.77% 工程施工 

18 
山东省调水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6,050.00 70.00% 

监理咨询、投资性房地产出

售、出租 

19 山东锋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18.50 40.96% 系统集成 

20 山东水务招标有限公司 1,500.00 100.00% 招标代理服务 

注 1：上述企业为水发控股的一级子公司。 

注 2：以上持股比例均为直接持股。 

3、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水发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水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00.00% 工程建设 

2 山东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农产品生产销售 

3 翁源鲁控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10,576.00 90.00% 供水 

4 水发智源建设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建筑工程施工 

5 水发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电影摄制；电影发行；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 

6 水发鲁南水务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0% 供水 

7 山东水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工程咨询、招标代理 

8 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5,200.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9 水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0,100.00 100.00% 工程设计 

10 固始水发供水有限公司 18,000.00 50.56% 供水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d26601c0a012d195df152ae8628053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d26601c0a012d195df152ae8628053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cb6ab6d936d6d86f3f00f30ba8e09b3.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dedd39a8e8f7f16f2e92b551b6b52c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b2fbb59f8a3bdc146504e277363fa2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091309599359c5761ed2e7bb33f49d8.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091309599359c5761ed2e7bb33f49d8.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9fd4a6998b14e2a486f15c67009443f8.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3b26b7c0bd5c0e48f99901640ee9615.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5f9422381a8bb44351413c2d583fed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0581c5564afc41428c3e0131fdbad5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ffed7bb44f06e223664abb00eb5371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ffed7bb44f06e223664abb00eb5371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41bcdf7ff5e094c03eeb45d5dcb2d3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08930c222fa77697ebac97cfd6eadb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08930c222fa77697ebac97cfd6eadb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7cbfb38df9487a137a8df2d0eefa651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644a52d4d5e4c93c8350dd7f7949ff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644a52d4d5e4c93c8350dd7f7949ff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e6abf37bb3ce33c0e763b06a701f94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1fc51b8ef111efc11031975738fcb5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1fc51b8ef111efc11031975738fcb5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614a1543038ebe12ec768f2dc2332a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c6271bc1dcca1ec5e566b26286d894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d938984a24d0aea3d329afe76eb742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3e9cf904233d6dc1a76852706acbc5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6c1772701138c1706f49f771aeedda6.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3c4716bceed9c9d79e17bebbf4df0e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1648280355e2640e27f1f6f9d57d3a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2a3d36519e94d2d970085a98cc4e35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0a558b478fab27491f666177adc9a5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bbcca9c67fc27063d0debd712daea2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b30195a07ec003581a4c2c8666ea5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dff37393f364239a200fa8e5d750277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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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 100.00% 旅游项目开发 

12 山东水发贤达水务有限公司 9,680.00 51.65% 自来水的供应、管道安装 

13 鲁医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14 山东水发医疗有限公司 25,000.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15 水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2,500.00 80.00% 农产品销售 

16 山东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82,629.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17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84,010.00 100.00% 控股（平台）公司 

18 
山东省调水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6,050.00 

30.00%

（水发

控股持

有 70%） 

监理咨询、投资性房地产出售、

出租 

19 山东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工程施工、水利工程 

注 1：上述企业为水发集团的一级子公司。 

注 2：以上持股比例均为直接持股。 

4、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国资委，系山东省人民

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授权，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

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山东省属企业的国有资产。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如下： 

1、主要业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水发众兴集团的经营范围为：自来水的生产和供

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产利用，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电力生产，热力生

产和供应；燃气、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煤炭、金属材料、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木材的

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其他水利管理，环境治理；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土木工程施工；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其他综合专业技术服务；环保、

社会公共安全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非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医院服务，

卫生院及社区医疗服务，妇幼保健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蔬菜、园

艺作物的种植，水果、坚果、饮料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中药材的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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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发众兴集团为山东省管国有控股企业水发集团旗下的投资平台公司，作为

山东省大型投资平台企业，逐步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民生工程三大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d7e58433f2083ef6a0e693adefe1f50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fe53f8217ad6a3b8afe1d5253024b1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881f0289e9779a337829af4d0454d5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2c650b46bedfb1a88aea90f1ee47e3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a83d3639e5fd7ea871a7e3d2658c09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7ada7e222bbfd7cf0350c99b29957c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343ab87b167196d8ff9f071cb59b7d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1fc51b8ef111efc11031975738fcb5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1fc51b8ef111efc11031975738fcb5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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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业务。 

2、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2 月 31日 2016年 12 月 31日日 2015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6,628,339,138.23 3,628,590,949.09 2,598,035,286.18 

总负债 4,332,362,841.62 2,379,547,637.00 1,780,059,221.37 

净资产 2,295,976,296.61 1,249,043,312.09 817,976,064.81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857,732,272.48 474,564,616.66 208,253,813.81 

营业利润 49,628,803.17 -6,906,208.63 10,357,648.40 

利润总额 75,238,885.66 9,939,820.59 13,984,062.23 

净利润 60,080,092.76 8,410,445.23 10,531,941.39 

注：2016及 2017年财务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水发众兴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

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情况。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水发众兴集团董事会成员共 5名；监事

会成员共 3名；高级管理人员共 8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尚智勇 董事长 中国 济南 否 

2 丁邦宏 董事兼副总经理 中国 济南 否 

3 赵光敏 董事兼副总经理 中国 济南 否 

4 王守法 董事兼副总经理 中国 济南 否 

5 张炜 董事兼副总经理 中国 济南 否 

6 丁杰中 监事 中国 济南 否 

7 牛争光 监事 中国 济南 否 

8 刘红 监事 中国 济南 否 

9 李力新 财务总监 中国 济南 否 

10 陈宇瑾 副总经理 中国 济南 否 

11 夏本超 副总经理 中国 济南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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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水发众兴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决策程序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

并通过发起部分要约的方式，最终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

与上市公司进行资源配置，全面推进上市公司的战略性发展，提升上市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目的明确、理由充分，有利于上市公

司进一步发展。 

（二）对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或处置其已拥有

权益的计划的核查 

1、未来 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29.99%的股份。 

上述协议转让的 29.99%的股份过户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按照正式股

份转让协议最终确定的协议转让价格向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 20.01%上市

公司股份的部分要约收购，若接受要约的股东所持股份比例不足 20.01%的，除

因其他股东接受要约而导致派思投资客观上无法参与预受要约的股份外，派思投

资同意按照以上 29.99%股份协议转让时最终确定的协议转让价格接受要约再转

让上市公司的另全部 14.27%的股份，以实现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最多持有上市公司 50.00%的股



 

 14 / 31 

份。 

在拟进行的部分要约收购过程中，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针对要约收购的规定要求，履行相应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2、未来 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计划的核查 

水发众兴集团于 2018年 12月 10日作出《协议转让股份锁定承诺》，承诺： 

（1）自标的股份登记过户至水发众兴集团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水发众兴

集团不对外转让标的股份（包括水发众兴集团基于持有标的股份，而在前述期间

因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而新增的股份）。 

（2）若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水发众兴集团应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和公众投资者道歉；若

违反股份锁定承诺导致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遭受损失的，水发众兴集团

愿意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对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及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情况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18 年 12月 9 日，水发众兴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水发众兴集团与派思股

份控股股东派思投资、实际控制人谢冰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由水发众兴

集团受让派思投资持有的派思股份 29.99%的股份。 

2018 年 12 月 10 日，水发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原则同意

《水发众兴集团收购派思股份的交易方案》及《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9.99%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书》。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派思投资及其相关股东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所做出的有关股份锁定的承诺，申请豁免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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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派思投资申请豁免的承诺内容： 

派思投资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若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在此期

限内每年累计减持比例不超过派思投资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 5%。 

2）通过派思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谢冰、谢云凯、

李伟、吕文哲、李启明申请豁免的承诺内容： 

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的 25%；自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

任 6个月后的 12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50%。 

（2）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3）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管理总局关于本次经营者集中的审查通过。 

四、对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变化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次权

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20,950,353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29.99%。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2018 年 12 月 1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派思股份控股股东派思投资、实际

控制人谢冰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受让派思投

资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共计 120,950,3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99%。目标股份完成过户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根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约定向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发布 20.01%的部分要约收购，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股。 

（三）对《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的核查 

经核查，《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与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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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方：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谢冰 

协议签订时间：2018年 12月 10日 

2、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双方同意，转让方所持有的派思股份 29.99%的股份（120,950,353股）以及

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协议转让给受让方；每股转让价格不低于框架协议签

署日（当日为非交易日的顺延至次一交易日）标的公司股票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

下限（即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0%），且不超过 12.40 元/股。（大写：壹拾

贰圆肆角）。 

转让方承诺，在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过户时间前转让方应解除上述

29.99%股份的质押。 

标的股份最终转让价格由双方另行书面约定，受让方将按该约定价格提请山

东省国资委审批，如因该约定的价格受相关法律法规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限制，无法满足山东省国资委审核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过户要求的，由转让

方和受让方双方另行协商转让价格。协商不成的，本框架协议终止。 

3、款项支付方式及交割 

双方经协商同意，按照《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受让方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以借款方式支付给转让方首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4 亿元（大写：肆

亿元整），包含诚意金 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人民币。由转让方用该

等款项专项用于偿还债权人 2.9005 亿元借款及利息，解除相应股份质押，同时

转让方将解除质押 5,414 万股股份加上目前未质押的 986.97 万股股份合计

6,400.97 万股的股份质押给受让方，作为上述 4亿元借款的担保。 

转让方和受让方应积极配合签署相关借款协议（利率不低于受让方融资成

本）、股份质押协议，并与债权人积极协商款项的偿还及解除质押的相关细节，

原则上解除质押前资金应由转让方、受让方及债权人三方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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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于 2019年 1 月 31日前，股份转让协议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合规后，双

方将办理标的股权过户手续，除书面确认前期 4亿元借款转为协议受让转让方持

有的标的公司 29.99%股份的首期股权转让款外，受让方将全额支付剩余股份转

让款，由转让方用该等款项专项用于偿还剩余的全部质押借款本息，解除转让方

全部的股份质押（除之前质押给受让方的股份外），转让方将 120，950，353

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9%）股份过户给受让方。 

如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双方协议转让的 29.99%股权转让协议未能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确认合规意见，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应当借款

方式支付给转让方人民币 11亿元（大写：壹拾壹亿元），由转让方用该等款项专

项用于偿还债权人的借款本息，解除相应股份质押，同时转让方将解除质押债权

人的 10,110 万股股份加上 Energas Ltd 持有的 7,650 万股中的 7,490 万股股份

合计 17,600 万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43.64%）股份质押给受让方，作为上

述借款的担保。 

转让方和受让方应积极配合签署相关借款协议（利率不低于受让方融资成

本）、股份质押协议，并与债权人等积极协商款项的偿还及解除质押的相关细节，

原则上解除质押前资金应由转让方、受让方及债权人三方共管。 

双方确认，届时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是否预留部分借款款项至以转让

方名义开设的由双方监管的账户，作为 29.99%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前应对未办理

质押登记的转让方的第三方债权人主张权利可能影响过户之特殊情形，该笔预留

款项在 29.99%的股份过户完成的当日即解除监管，支付给转让方。 

4、上市公司业绩承诺、补偿 

转让方、谢冰共同承诺，在受让方不干预标的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标的

公司在现有经营方针、计划、模式及经营团队的基础上继续经营，标的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在业绩承诺期间（2019年、2020 年及 2021年）的净利润（指上市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人民币 4,500.00 万元、人民币 5,000.00 万元和人民币 5,500.00 万元

（上述承诺业绩不包括标的公司后续并购业务、新投资建设项目、技改扩能项目

产生的净利润或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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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上述承诺未实现，转让方、谢冰将按本框架协议规定对差额部分以现金

方式对标的公司进行补偿。 

受让方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以书面方式通知转让方、谢冰、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转让方、谢冰自收到书面通知后的 30 个自然日内完成业绩补偿事

项。 

5、标的公司管理人员安排 

标的股份过户后，双方同意维持标的公司现有董事会和监事会席位。标的股

份过户后的一个月内，双方依法对标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

调整，转让方负责取得被调整董监高的辞职书，如有纠纷由转让方负责解决。受

让方推荐和提名 4名非独立董事及 3名独立董事，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的董事担

任；转让方推荐和提名 2名董事；转让方推荐和提名 2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受

让方推荐的人员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由转让方提名人选担任；上市公司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副总 2名，由受让方推荐的人员担任。受让方提名人员不干涉

标的公司经营团队的正常生产经营管理，各方应当支持对方推荐的人选并协助促

使该等人员当选。 

除此之外，受让方原则上不对标的公司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干涉。 

6、股份转让涉及的其他费用负担 

（1）本次股份转让过程涉及的税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2）各方所各自聘请的中介机构费用，由聘请方承担。 

7、本次股份转让履行的先决条件 

根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履行的先决条件如下： 

“受让方继续履行本次股份转让项下义务以下述先决条件满足或经受让方

同意豁免为前提，如先决条件在本协议签署后二个月内无法满足，受让方和转让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1）转让方就本次交易事宜履行合法内部决策程序，包括执行董事同意、

股东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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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双方约定的事项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

述限售承诺； 

（3）受让方对目标公司完成法律、财务、业务等尽职调查，标的公司资产、

业务、负债情况真实，并且在所有的重要方面不存在虚假、不实或瑕疵的情况；

并且各方已经就尽职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达成了一致的解决方案； 

（4）过渡期间未发生实质影响标的股份权益完整性的情形，标的公司正常

经营且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亦不存在可能实质影响受让方取得标的公司实际控

制权的情形； 

（5）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中国境内经营者集中申

报审查通过； 

（6）受让方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转让； 

（7）标的股份及转让方参与预受要约股份部分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

制，处于依法可以转让和过户的状态； 

（8）转让方的关联方 Energas Ltd 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对受让方提供

给转让方解除质押的资金支持或预付款项提供了双方认可的质押担保并办理了

质押登记； 

（9）转让方的关联方 Energas Ltd 对本框架协议下约定的转让方及谢冰的

业绩补偿义务及标的公司或有债务风险提供了经双方认可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至 2022年 6月 30日；同时将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不低于 2,420万股股

份质押给受让方至保证担保责任期满；在转让方已完成或已支付业绩补偿的前提

下，上述质押的股份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可分别解除三分之一数量的股份质押； 

（10）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同意。” 

（四）对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权利限制情况的核查 

1、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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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1）质押 

派思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78,500,000 股，占股本总额的 44.26%，

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68,630,3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94.47%，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41.81%。 

（2）减持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冰于派思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时曾就限制减持派思股份股票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①通过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谢

冰、谢云凯、李伟、吕文哲、李启明同时承诺：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25%；自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

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50%。 

②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若在锁定

期满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价格做相应调整），在此期限内每年累计减持比例不超过

派思投资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 5%；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按市价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审

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理）

的价格进行减持。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

易平台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减

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 

根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和谢冰承诺，除上述质押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的质押、被查封、冻结等权利受

限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将其持有的股份新增或变更质押登记。 

2、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附加特殊条件、是否存在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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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根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派思投资应当在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约

定的过户时间前解除标的股份的质押状态。在标的股份过户后，水发众兴集团即

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有对标的股份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并且转

让方或者其它任何第三人针对标的股份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者其它任何

权利。目前《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不存在补充协议，未来派思投资及水发众兴集

团将针对本次权益变动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 

3、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是否就转让人在该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协议双方

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作出其他安排，未就转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

余股份作出其他安排。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资金来源及合法性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与其集团母公司水发集团签署了借款合同，由水

发集团向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专项借款 150,000.00 万元（大写：壹拾伍亿元整），

根据项目进度分批次提款。信息披露义务人按实际借款天数及年化利率 7.50%向

水发集团支付资金占用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全部来源于自筹资金，不存

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

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

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六、对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核查 

经核查，水发众兴集团取得上市公司控股权后，将在夯实上市公司主业的前

提下，按照既有的产业链布局，继续深耕细作，发挥产业链一体化价值。水发众

兴集团将利用自身优势，为上市公司提供支持，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22 / 31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改变或调整的明确计划。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

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必要时进行资产、业务等方面的调整，届时信息披露义

务人承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以及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

重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

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

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 

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

义务人承诺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

披露义务。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标的股份过户后，转让方及受让

方同意维持标的公司现有董事会和监事会席位。标的股份过户后的一个月内，转

让方及受让方依法对标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转让方

负责取得被调整董监高的辞职书，如有纠纷由转让方负责解决。具体调整安排为：

受让方推荐和提名 4 名非独立董事及 3名独立董事，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的董事

担任；转让方推荐和提名 2名董事；受让方推荐和提名 2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

受让方推荐的人员担任；标的公司总经理由转让方提名人选担任；标的公司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副总 2名，由受让方推荐的人员担任。受让方提名人员不干

涉标的公司经营团队的正常生产经营管理各方应当支持对方推荐的人选并协助

促使该等人员当选。 

除此之外，受让方原则上不对标的公司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干涉。转让

方承诺，截至本协议签订前，上述拟调整的转让方委派人员不存在未披露的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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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额离职奖励、补偿或赔偿的情形，本协议签订后，标的公司亦不会增设此类

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本着有利于维护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和方式行使股东权利，对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届时，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

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如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修

改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

法定程序和法定义务。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的核

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明确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

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对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除上述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作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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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后，派思股份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不因本

次权益变动而发生变化，派思股份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

并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性。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人务承诺： 

“1、保证派思股份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

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

规提供担保。 

2、保证派思股份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

和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3、保证派思股份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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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

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4、保证派思股份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

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

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5、保证派思股份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

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6、保证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的核查 

经核查，虽然上市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有少量燃气运营业务，但不构成

同业竞争。 

上市公司的业务以燃气装备制造为主，LNG液化工程尚未正式投入运营，其

2017年燃气运营的业务收入占比约为 2.97%，涉及的燃气运营业务主要集中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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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雅安、河南伊川和河南方城三个地区。 

水发众兴集团的业务以工程、供水为主，其 2017 年燃气运营业务的营业收

入占比约为 4.67%,涉及的燃气运营业务主要集中在山东烟台地区。 

由于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燃气运营的地域范围上不存在重叠,且燃

气运营业务占水发众兴集团、上市公司的业务比重较小，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虽然均有少量燃气运营业务，但不构成同业竞争。 

经审慎考虑，水发众兴集团承诺： 

“1、在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保证不利用自身对

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在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将公平对待各下属控

股企业按照自身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依照市场商业原则参与公平竞争； 

3、在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并

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企业存在

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4、如因证监会或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认定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经营的

业务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水发众兴集团承诺在被监管部门认定为构成同业

竞争之日起 60 个月内，按照监管机构及法律法规的要求尽一切合理努力解决与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优先注入上市公

司。若无法注入上市公司的，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资产转让

给无关联第三方、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资产托管给上市公司等一切有助于解决上

述问题的可行、合法方式，使众兴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5、本承诺在水发众兴集团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持续有效。承诺人保证严格履

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承诺

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的核查 



 

 27 / 31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派思股份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派思股份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亦不存在关联交易往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水发众兴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水发众兴集团未来将利用自身优势，为派思股份提供良好支持，并帮助派思股份

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上市公司已建立了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范管理制度，未来关联交易将在符

合《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

行，同时上市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维护上市公司及广

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水发众兴集团出具《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内

容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平、公

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承诺人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公司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

不正当的义务。 

3、承诺人将促使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公司不通过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

关系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水发众兴集团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派思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如下：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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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水发众兴集团未发生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之间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00%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水发众兴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万元的

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水发众兴集团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派思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

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水发众兴集团没有对派思股份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九、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的核查 

（一）对水发众兴集团前六个月内买卖派思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的核

查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在本次权益变动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通过交易所买卖派思股份股票的情况。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

个月买卖派思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经水发众兴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查，

水发众兴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 

十、对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及风险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中，本财务顾问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情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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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象不存在除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审计机构之外直接或间接有

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行为，本次收购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

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要求。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

查意见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信

息披露义务人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本次权益变动存在以下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豁免派思投资及其相关股

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做出的有关股份锁定的承诺方可实施，存在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不予通过该议案的风险。 

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水发众兴集团将择机向除水发众兴集团以外的派

思股份股东发起 20.01%股份的部分要约，该部分要约收购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交易完成后，水发众兴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将发生变更。 

4、本次交易尚需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尚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对本次交易涉及的中国境内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存在审批、审查不通

过的风险。 

5、本次交易涉及转让的股份需履行相应的程序确保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

利限制，处于依法可以转让和过户的状态。 

6、本框架协议为三方达成附生效条件的框架协议，后续各方进一步磋商后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正式协议。 

7、本次交易需遵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8、水发众兴集团已签署了关于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的借款合同，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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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到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十一、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信息披露义

务人主体资格符合《收购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按照

《收购管理办法》、《15 号准则》、《16 号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经本财务顾问核查与验证，该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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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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