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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

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分拆办法》），以及宁波舟

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舟山港”、“上市公司”、“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宁波舟

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的预案》，以及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等相关披露文件，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宁波舟山港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洋”）至主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分拆”或“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分拆是否符合《若干规定》，本次分拆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分拆是否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否

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宁波远洋是否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本次分拆履行

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是

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等事项进行了专项核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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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符合《若干规定》 

本次分拆符合《若干规定》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求，

具备可行性，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 3年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 3 年”

的要求。 

（二）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

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

计算）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2019)第 10063 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0)第 10063 号审计报告和普华永

道中天审字(2021)第 10063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以及 2020 年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分别为 25.59

亿元、27.50 亿元以及 30.05 亿元，公司符合“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规定。 

宁波远洋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约

为 1.42 亿元、1.92 亿元和 3.03 亿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上市专项审计），公司最

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的净利润后的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计算公式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宁波舟山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A 2,884,202 3,422,218 3,430,805 

宁波舟山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B 2,559,051 2,749,971 3,005,202 

宁波远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C 141,715 192,269 302,888 

宁波舟山港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的净

利润（合计持股比例 100%） 
D=C*100% 141,715 192,269 302,888 

宁波舟山港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

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E=A-D 2,742,487 3,229,949 3,127,917 

宁波舟山港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

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F=B-D 2,417,336 2,557,702 2,70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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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最近 3 年宁波舟山港扣除按权益享有的 

宁波远洋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

东的净利润累计之和（净利润以扣 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G（E 与 F

孰低值三年 

累计之和） 

7,677,352 

 

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宁波舟山港持有宁波远洋 100%的股权。下面计算同样以宁波舟山港持有

宁波远洋 100%股权为基础进行。 

综上，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的净利润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76.77 亿元，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符合本条规定。 

（三）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上市公

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净资产

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1、净利润指标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年度报告，2020 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4.31 亿元；

宁波远洋 2020 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3.03 亿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上市专项审计），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的净

利润占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计算公式 2020 年 

宁波舟山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A 3,430,805 

宁波舟山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 
B 3,005,202 

宁波舟山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C（A 与 B 的孰低值） 3,005,202 

宁波远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D 302,888 

宁波舟山港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E=D*100% 302,888 

占比 F=E/C 10.08% 

综上，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的净利润

未超过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 

2、净资产指标 

根据上市公司已披露的年度报告，2020 年末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为

515.01亿元；宁波远洋 2020年末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约为 24.23亿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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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财务数据未经上市专项审计）。上市公司 2020 年末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宁

波远洋的净资产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计算公式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宁波舟山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A 51,501,449 

宁波远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B 2,422,700 

宁波舟山港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 
C=B*100% 2,422,700 

占比 D=C/A 4.70% 

因此，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宁波远洋净资产未

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四）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占用的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

开谴责。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

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2021)第 10063 号《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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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公司最近 3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

和资产，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但拟分拆所

属子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其净资产 10%

的除外；上市公司最近 3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

和资产，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所属子公司

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该子公司上市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出

具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及鉴证报告》，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出具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公司不存在使

用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最近 3 个会计

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作为宁波远洋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

情形。 

宁波远洋的主营业务为国际、沿海和长江航线的航运业务、船舶代理业务及

散货货运代理业务，不属于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 

（六）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上

市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

所属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不存在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情形。 

（七）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并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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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增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

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且

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

叉任职，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1、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宁波远洋的主营业务为国际、沿海和长江航线的航运业务、船舶代理业务及

散货货运代理业务。 

公司（除宁波远洋）的主营业务为码头开发经营、管理：港口货物的装卸、

堆存、仓储、包装、灌装；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租赁等。 

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除宁波远洋）将进一步聚焦公司主业，集中资源发

展除国际、沿海、长江航线航运业务、船舶代理业务及散货货运代理业务之外的

业务，进一步增强独立性。 

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1）同业竞争 

宁波远洋的主营业务为国际、沿海和长江航线的航运业务、船舶代理业务及

散货货运代理业务。 

公司（除宁波远洋）的主营业务为码头开发经营、管理：港口货物的装卸、

堆存、仓储、包装、灌装；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租赁等。 

目前，公司下属企业中除宁波远洋外，部分企业尚有少量航运业务以及相关

航运代理业务，待现有合同履行完毕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宁波

远洋之间将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公司拟将宁波远洋打造为公司下属唯一从事国际、沿海、长江航线航运业务、

船舶代理业务及散货货运代理业务平台。为避免本次分拆后的同业竞争情形，本

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综上，本次分拆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同业竞争的要求。 

（2）关联交易 

宁波远洋关联交易主要包括港口码头港使费、燃料油采购业务、短驳运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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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内容。本次分拆后，公司与宁波远洋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保证合规性、合理性

和公允性，并保持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调节财务指标，损害公司利

益。本次分拆后，宁波远洋发生关联交易将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合理性和公

允性，并保持宁波远洋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调节财务指标，损害宁波远

洋利益。为保证关联交易合规性、合理性和公允性，公司已出具《关于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综上，本次分拆后，公司与宁波远洋均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关联交

易的要求。 

3、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公司和宁波远洋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建立了独立的

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

宁波远洋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公司和宁波远洋各自具有健

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亦未有宁波远洋与

公司及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占用、支配宁波远洋的

资产或干预宁波远洋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也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本次分拆后，公司和宁波远洋将继续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的相互独立。 

4、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宁波远洋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本次分拆后，公司和宁波远洋将继续保持

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独立性，避免交叉任职。 

5、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公司、宁波远洋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

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本次分拆将促使宁波远洋进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

继续与宁波舟山港保持资产、业务、机构、财务、人员方面的相互独立，增强业

务体系完整性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分拆宁波远洋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符合《若

干规定》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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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分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本次分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分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公司所属企业宁波远洋拟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

于发行完成后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本次分拆后，宁波远洋仍将作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预计本次分拆完成后，从业绩提升角度，宁波远洋的发展将进

一步提速，其业绩的增长将同步反映到公司的整体业绩中，进而提升公司的 盈利

水平和稳健性；从价值发现角度，宁波远洋分拆上市有助于其内在价值的充 分释放，

公司所持有的宁波远洋权益价值有望进一步提升，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股东价

值；从结构优化角度，宁波远洋分拆上市有助于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公司整

体资产负债率，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四、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够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 

经核查，公司与宁波远洋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各

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本次分拆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经营运作构

成任何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保持独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若干规定》的要求。 

公司（除宁波远洋）的主营业务为码头开发经营、管理：港口货物的装卸、

堆存、仓储、包装、灌装；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租赁等。宁波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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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主营业务为国际、沿海和长江航线的航运业务、船舶代理业务及散货货运代

理业务，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之间保持了业务独立性。本次公司分拆宁波远洋至

上交所主板上市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

本次分拆完成后，宁波远洋仍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远洋的财务状况和盈

利能力仍将反映在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中；同时，宁波远洋分拆上市将实现与资

本市场的直接对接，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功能和优势，拓宽融资渠道、提高

融资灵活性、提升融资效率，从而有效降低资金成本，降低上市公司及宁波远洋

的资产负债率，增强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够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

力。 

五、宁波远洋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经核查，宁波远洋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机构等组织

机构，并已制定《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宁波远洋

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宁波远洋运输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宁波远洋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六、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

文件的有效性的核查 

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分拆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本次分拆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向上交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就本次分拆事项，上市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 



11 
 

“1、本次分拆上市进行过程中，本公司将保证本次分拆上市申请文件及后续提

供的相关信息及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如因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个别和连带赔偿责任。” 

就本次分拆事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如下承诺： 

“1、本次分拆上市进行过程中，本人将保证本次分拆上市申请文件及后续提供

的相关信息及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如因本人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个别和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分拆已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法定程序，本次分拆提交的法律文件

真实、有效。 

七、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宁波舟山港对本次分拆事项所进行的信息披露如

下： 

宁波舟山港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董事会决

议日前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关于分拆子公司上市的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等相

关公告；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

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修

订稿）》等相关议案。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宁波舟山港已参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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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充分披露了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对投资者决策和宁波舟山港 证券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所有信息，并按照《若干规定》的规定披

露了本次分拆的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本次分拆对各方 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等。宁波舟山港披露的与本次分拆

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

公司字【2007】128 号）以及上交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宁波舟山港对本次分拆子

公司上市董事会决议日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结果如下：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分拆子公司上

市事项。本次董事会会议前 20 个交易日累计涨跌幅计算的区间段为 2021 年 3

月 9 日至 2021 年 4 月 6 日期间，涨跌幅计算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日前第 21 个交

易日（2021 年 3 月 8 日），宁波舟山港股票（代码：601018.SH）、上证综指（代

码：000001.SH）、Wind 证监会水上运输指数（代码：883160.WI）指数累计涨

跌幅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3 月 8 日 

（收盘价） 

2021 年 4 月 6 日 

（收盘价） 涨跌幅 

公司股价（元/股） 

（代码：601018.SH） 
4.19 4.10 -2.15% 

上证综合指数收盘值 

（代码：000001.SH） 3,421.41 3,482.97 1.80% 

Wind 证监会水上运输指数 

（代码：883160.WI） 1,383.70 1,510.51 9.16% 

剔除大盘因素影响后涨跌幅 -3.95%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涨跌幅 -11.31% 

2021 年 3 月 8 日，宁波舟山港股票收盘价为 4.19 元/股；2021 年 4 月 6 日，

宁波舟山港股票收盘价为 4.10 元/股。董事会决议日前 20 个交易日内，宁波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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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票收盘价格累计涨跌幅为-2.15%，未超过20%。上证综指累计涨跌幅为1.80%，

同期 Wind 证监会水上运输指数累计涨跌幅为 9.16%；扣除同期上证综指因素影

响，宁波舟山港股票收盘价格累计涨跌幅为-3.95%，扣除同期 Wind 证监会水上

运输指数因素影响，宁波舟山港股票价格累计涨跌幅为-11.31%，未超过 20%。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扣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的影响后，上

市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2007】128 号）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九、相关财务数据尚未审计的风险提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宁波远洋的上市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宁波舟山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中涉及的宁波远洋的主要财务数据等仅供投资者

参考之用，宁波远洋将尽快完成上市审计工作，经上市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与预

案披露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特提请投资者关注。 

综上所述，浙商证券认为宁波舟山港分拆宁波远洋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符合《分拆办法》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 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

案（修订稿〉＞之核查意见》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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