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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之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万华化学”）于 2018
年 7 月 3 日披露了《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1107 号]，同时公司更新了 2018 年 1-6 月的财务
数据，因此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重组报告书修订、补
充和完善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根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圆全审字
[2018]001368 号 ” 《 烟 台 万 华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审 计 报 告 》 、 “ 天 圆 全 阅 字
[2018]000009 号”《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上市公司出具的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等更新了被合并方的相关财务数据、上市公司的相关财
务数据以及相关备考财务数据及描述。
2、根据反馈意见第 1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十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情况”之“（一）2018 年，万华实业存续分立”及“重
大事项提示”之“十、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机制”之“（二）本次吸收合并的债权
债务转移”和“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九、债权债务转移情况”之“（二）

本次吸收合并的债权债务转移”和“第五节 吸收合并方案”之“四、债权人的
利益保护机制”之“（二）本次吸收合并的债权债务转移” 和“第四节 被合并
方情况”之“一、被合并方基本情况”之“（四）资产权属、对外担保、负债及
或有负债情况”之“6、被合并方法人资格的注销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中对上述
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根据反馈意见第 2 题，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六、本
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之“（三）本次交
易不构成重组上市”和“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八、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之“（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4、根据反馈意见第 3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三）中诚投资”之“8、中诚投资的规范情况”和
“（四）中凯信”之“8、中凯信的规范情况” 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5、根据反馈意见第 4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一、
被合并方基本情况”之“（四）资产权属、对外担保、负债及或有负债情况”之
“4、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况”和“二、被合并方重要下属企业”之“（二）
BC 公司”之“4、资产权属、对外担保、负债及或有负债情况”之“（4）抵押、
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况” 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6、根据反馈意见第 5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十、
被合并方主营业务情况”之“（十四）报告期研发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中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7、根据反馈意见第 6 题，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已对万华化学及其子公司、
万华化工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在环保、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护、消防等方面的规
范运作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报告。
8、根据反馈意见第 7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一、
被合并方基本情况”之“（四）资产权属、对外担保、负债及或有负债情况”之
“2、对外担保情况”、之“3、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和之“6、被合并方

法人资格的注销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及“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十五、其
他需要说明的重要情况”之“（一）2018 年，万华实业存续分立”之“4、与分
立有关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及“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
“二、关联交易”之“（三）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交易情况”及“第
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
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之“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和“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中对上述事项
进行了补充披露。
9、根据反馈意见第 8 题，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本
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之“（四）价格调整机制”和“第一节 本次交易
概述”之“六、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之“（四）价格调整机制”和“第
五节 吸收合并方案”之“二、本次吸收合并的股份发行情况”之“（五）价格
调整机制”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10、根据反馈意见第 9 题，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
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五）本次交易触发要约收购义务的说明”和“第
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五）本次交
易触发要约收购义务的说明”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11、根据反馈意见第 10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之
“七、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仲
裁情况”之“（三）德杰汇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情况”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
充披露。
12、根据反馈意见第 11 题，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七、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四）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票不具备
上市条件”和“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四）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中对上述事项进行
了补充披露。
13、根据反馈意见第 12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二、被合并方重要下属企业”之“（二）BC 公司”之“5、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情况”中对上述事项进
行了补充披露。
14、根据反馈意见第 13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之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二）合成国际”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
露。
15、根据反馈意见第 14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十、被合并方主营业务情况”之“（三）主要经营资质”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
补充披露。
16、根据反馈意见第 15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之“一、同业竞争”之“（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中对上述事项
进行了补充披露。
17、根据反馈意见第 16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之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二）合成国际”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
露。
18、根据反馈意见第 17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
况”之“三、选用的评估方法和重要评估参数以及相关依据”之“（二）仅选择
一种评估方法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评
估机构、估值机构原则上应当采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的规定”
和之“（三）资产基础法”及“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九、董事会
对本次交易评估事项的意见”之“（二）本次交易评估的合理性及定价的公允性”
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19、根据反馈意见第 18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五、最近三年与交易、增资及改制相关的评估或估值情况”中对上述事项进行
了补充披露。
20、根据反馈意见第 19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二、被合并方重要下属企业”之“5、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情况”和“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之“六、存在评估特殊处理、对评估结论有重大影响事项的说明并分析其对评估
结论的影响”之“（二）万华化工下属公司拆迁补偿事项”和“（三）万华化工
下属公司房屋权属事项”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1、根据反馈意见第 20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之“1、
营业收入分析”和“六、万华宁波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盈利能
力分析”之“1、营业收入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2、根据反馈意见第 21 题，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和“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九、董事会对本
次交易评估事项的意见”之“（二）本次交易评估的合理性及定价的公允性”中
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3、根据反馈意见第 22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中
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4、根据反馈意见第 23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十六、本次交易境外主要经营实体核查程序”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5、根据反馈意见第 24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之“二、关联交易”之“（二）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情
况”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6、根据反馈意见第 25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十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情况”之“（一）2018 年，万华实业存续分立”
和“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和“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二、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7、根据反馈意见第 26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二、被合并方重要下属企业”之“（二）BC 公司”之“8、技术水平、设备折
旧及后续更新情况”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8、根据反馈意见第 27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十、被合并方主营业务情况”之“（八）报告期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情况”
之“1、主要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及价格变动情况”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9、根据反馈意见第 28 题，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被合并方情况”之
“十、被合并方主营业务情况”之“（八）报告期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情况”
之“1、主要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及价格变动情况”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0、根据反馈意见第 29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1）流动资产分析”及“六、
万华宁波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1）流动
资产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1、根据反馈意见第 30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2）
非流动资产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2、根据反馈意见第 31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和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
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2）非流动资产分析”中对上述
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3、根据反馈意见第 32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之“2、
毛利率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4、根据反馈意见第 33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六、万华宁波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之“2、
毛利率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5、根据反馈意见第 34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中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6、根据反馈意见第 35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及“六、万华宁波财务状况及盈利
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1、资产结构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
行了补充披露。
37、根据反馈意见第 36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BC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及“六、万华宁波财务状况及盈利
能力分析”之“（三）缴税状况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8、根据反馈意见第 37 题，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2）
非流动资产分析”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9、根据截至报告书出具日的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更新或补充相关描述或
说明，并修改了部分错漏。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