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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
2019 年 9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
胜利精密于同日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交易基准日，本次交易公司需向胜利精密支付的交易对价总额为不超
过 20.2 亿元人民币，包括以现金 9.5 亿元人民币为对价受让胜利精密持有
的苏州捷力 100%的股权及支付苏州捷力欠胜利精密不超过 10.7 亿元人民
币的其他应付款总额。

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 司与胜利精密签订 < 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
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补充协议》”），对《框架协议》约定的定金条款和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的支付金额及条件进行修改， 并对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事宜进行补
充。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 < 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
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
让补充协议》”）， 双方约定将交易总对价不超过 20.20 亿元人民币调整至
18.008 亿元人民币，并取消业绩对赌约定。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 10 月 22 日，委托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对苏州捷力出具了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2019 年 11 月 7� 日，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胜
利精密签订 < 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 < 关于苏州捷力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收购苏州捷力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经营者集
中审查的确认意见，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确认意见，以及获得
确认意见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关于本次交易及协议的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5 日、2019
年 9 月 3 日、2019 年 9 月 4 日、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10 月 23 日、2019
年 11 月 2 日、2019 年 11 月 8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 < 关于苏州捷力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3
号）、《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135 号）、《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补
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139 号）、《关于公司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41 号）、《关于公司与
胜利精密签订 < 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9 号）、《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的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19-162）、《关于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19-166）。

十二、关于本次可转债发行符合发行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申请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和条件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本公司符合关
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各项资格和条件。

本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7 日。 根据 2019
年业绩预告， 预计 2019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7,635.62
万元至 90,574.89 万元。根据业绩预告及目前情况所作的合理预计，本公司
2019 年年报披露后，2017、2018、2019 年相关数据仍然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第一章 释 义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术语

简称 特指含义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 、股
份公司、恩捷股份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在用以描述资产与业务情况时 ，根据
文意需要 ，还包括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云南创新 、创新股份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前身

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 Paul Xiaoming Lee （李晓明 ）、 李晓华 、Jerry yang Li、Yan Ma、Yanyang
Hui、Sherry Lee 6 位自然人

合益投资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

合力投资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

珠海恒捷 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 （有限合伙 ），系公司股东

华辰投资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

先进制造基金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上海国和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红塔塑胶 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成都红塑 红塔塑胶 （成都）有限公司，系红塔塑胶全资子公司

德新纸业 云南德新纸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红创包装 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恩捷 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珠海恩捷 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上海恩捷全资子公司

无锡恩捷 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上海恩捷全资子公司

江西通瑞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上海恩捷全资子公司

香港创新 创新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恩捷信息 上海恩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上海恩捷全资子公司

风舟贸易 上海风舟贸易有限公司，系上海恩捷全资子公司

恩捷贸易 无锡恩捷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昆莎斯 昆明昆莎斯塑料色母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公司

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下 日本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LG Chem LG Chem, Ltd

Celgard Celgard 是总部设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生产锂离子电池中央部
分所用的聚乙烯和聚丙烯隔膜的公司

日本旭化成 旭化成株式会社

三星 SDI 三星 SDI 是三星集团在电子领域的附属企业

三井化学 三井化学 （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KPIC KPIC CORPORATION

GGII 高工产业研究院

纽米科技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明珠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捷力 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国轩高科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力神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红塔集团 红塔烟草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红云红河集团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中烟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中烟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中烟 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中烟物资 云南中烟物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川渝中烟 川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中烟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烟草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利乐公司 瑞典利乐公司，无菌包装产品和包装系统供应商

康美公司 瑞士 SIG 集团 ，无菌包装与灌装机的系统供应商

纷美包装 纷美包装有限公司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新闻出版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包装联合会
中国包装行业的自律性行业组织，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行业
协会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由中国塑料行业及相关行业单位根据协会章程自愿申请组成的 ，是经
国家民政部批准的一级社团组织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全国印刷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印刷工作者及其相关企业自愿结合的社
会团体

中国奶业协会
全国奶牛养殖 、乳品加工以及为其服务的相关企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
经营者自愿组成的行业组织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中信
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 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大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评级机构 、 评级公司 、新
世纪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本次可转债发
行 、本次公开发行

恩捷股份本次发行不超过 16 亿元人民币可转债的行为

可转债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
书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募集
说明书摘要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摘要

公司章程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募集资金 指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股东大会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不超过 小于或等于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

元、万元、亿元 除特别注明的币种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专业术语

简称 特指含义

锂离子电池、锂电池
是一种二次电池（充电电池 ），主要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
来工作。 电池一般采用含有锂元素的材料作为电极 ，是现代高性能电
池的代表

锂离子隔离膜、锂离子电
池隔膜、 锂电池隔膜 、锂
电池隔离膜

在锂电池的结构中 ，隔膜是关键的内层组件之一 ，主要作用是将电池
的正 、负极分隔开来 ，防止两极接触而短路 ，达到阻隔电流传导 ，防止
电池过热的功能

铅酸电池 是一种电极主要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电解液是硫酸溶液的蓄电池

纳米微孔隔膜、基膜
沉浸于锂电池电解液中的隔膜 ，表面广泛分布着纳米级的微孔 ，以供
锂离子自由在正极与负极之间移动

基膜
沉浸于锂电池电解液中的隔膜 ，表面广泛分布着纳米级的微孔 ，以供
锂离子自由在正极与负极之间移动

涂布膜 基膜表面经过涂覆工艺处理后的隔膜类型

干法工艺

锂电池隔膜的一种生产工艺 ，又称熔融拉伸法 ，包括单向拉伸和双向
拉伸工艺 ，是指将聚烯烃树脂熔融 、挤压 、吹膜制成结晶性聚合物薄
膜 ，经过结晶化处理 、退火后 ，获得高结晶度的结构 ，并在高温下进一
步拉伸 ，将结晶界面进行剥离，形成多孔结构的制备工艺

湿法、湿法工艺

锂电池隔膜的一种生产工艺 ，又称相分离法或热致相分离法 ，是将高
沸点小分子作为造孔剂添加到聚烯烃中 ，加热熔融成均匀体系 ，由螺
杆挤出铸片 ， 经同步或分步双向拉伸后用有机溶剂萃取出造孔剂 ，再
经拉幅热定型等后处理得到微孔膜材料的制备工艺

PP 聚丙烯，是由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

PE 聚乙烯，是由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

3C
计 算 机 （Computer）、 通 讯 （Communication） 和 消 费 电 子 （Consumer
electronic）的统称

PMMA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以丙烯酸及其酯类聚合所得到的聚合物统称丙烯
酸类树酯

PVDF
指偏氟乙烯均聚物或者偏氟乙烯与其他少量含氟乙烯基单体的共聚
物

烟标 卷烟外包装，俗称"烟盒"
无菌包装 用于乳制品或非碳酸软饮料无菌灌装用的包装复合材料

屋顶包 屋顶包是巴氏奶的一种包装，是一种纸塑复合包装

特种纸
特种纸是指具有特殊机能的纸张，是各种特殊用途纸张或艺术纸的统
称，本报告中所称特种纸主要指特种包装纸。

BOPP 薄膜
高分子聚丙烯熔体制成的厚膜在专用拉伸机内 ，以一定温度和速度拉
伸并经过适当处理或加工（如电晕 、涂覆等 ）制成的薄膜

烟膜 卷烟外包装用 BOPP 薄膜

平膜 普通包装用 BOPP 薄膜

全息电化铝、电化铝
是一种在薄膜片基上经涂料和真空蒸镀复加一层金属箔而制成的烫
印材料 。

转移膜
是一种中间载体 ，存在于转移纸基或塑基之上 ，承载被印刷或打印的
图案，用于转印到被印制的物品之上的一层化学弹性膜。

大箱 卷烟数量单位，250 条/箱 ，10 包/条，20 支 /包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章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Yunnan Energy New Material Co.,Ltd.
成立日期 ： 2001 年 7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 805,370,770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法定代表人： Paul Xiaoming Lee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 2016 年 9 月 14 日

股票简称 ： 恩捷股份

股票代码 ： 002812
二、本次发行要点
（一）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已经公司 2019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以及 2019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2019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的 A 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含 16 亿元），且发行完成

后公司累计债券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不超过 40%，具体
发行规模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确定。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5、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设定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

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

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

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
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

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

债发行首日。
2） 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
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
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
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债，公司
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7、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64.61 元 / 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
权、除息等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
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 / 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
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

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
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
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
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
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
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
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
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
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来制订。

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
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
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且修正后的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
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
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
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 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V 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 为申请转

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

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等部
门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
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
余额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 11 条赎回条
款的相关内容）的支付将根据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11、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

上浮一定比例（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
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到期赎回价为 110 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

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本次可转债：

1） 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
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2、回售条款
（1）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

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本次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
售其持有的部分或者全部本次可转债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本次可转债
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回售申报期内不
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 11 条赎
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2）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
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若在上
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 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
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11、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

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
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
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

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
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 2 月 10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1）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
布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2 月 10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
有股东；（2）网上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等（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1）优先配售日期
1）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2 月 10 日（T-1 日）；
2）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T 日）9:15-11:30，13:00-15:

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3）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T 日）。
（2）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发行人 A 股普通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1.9866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
按 100 元 / 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 1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1� 张的部
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即每股配售 0.019866 张可转债。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805,370,770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
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 15,999,495 张 ， 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
16,000,000 张的 99.997%。 由于不足 1 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
股业务指引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3）优先配售认购方法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配售代码为“082812”，

配售简称为“恩捷配债”。
认购 1 张“恩捷配债”的价格为 100 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 张

（100 元），超过 1 张必须是 1 张的整数倍。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

际有效申购量获配恩捷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恩捷配债”的
可配余额。

原股东所持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
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所相关业务规
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
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
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
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
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
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 T 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原股东除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4）原股东因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时的配售方法
1）认购方式
如原股东因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则通

过网下认购的方式在主承销商处进行认购和配售。拟参与网下认购的上述
原股东应按发行公告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网下优先认购表》，并准备相
关资料。

股权登记日：2020 年 2 月 10 日（T-1 日）。
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T 日），15:00 前，逾期视为自动

放弃优先配售权。
③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T 日），15:00 前。
2）发送认购资料
如原股东因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拟参

与网下认购的上述原股东应与主承销商联系， 并在申购日 2020 年 2 月 11
日 （T 日）15:00 之前将以下资料发送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邮箱
project_ejgf@citics.com 处。 邮件大小应不超过 20MB，邮件标题应为“原股东
全称 + 优先认购恩捷转债”。

①《网下优先认购表》电子版文件（必须是 Excel 版）；
②签字、盖章完毕的《网下优先认购表》扫描件；
③《网下优先认购表》由授权代表或经办人签署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扫描件；机构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章的，自然人股东由本人签字的，无需提
供；

④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或开户证明文件；
⑥经办人身份证扫描件；
⑦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请务必保证 Excel 版本《网下优先认购表》与盖章版扫描件内容完全一

致。 如有差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以 Excel 版文件信息为准。
原股东填写的《网下优先认购表》一旦发送电子邮件或传真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 每个股东只能提交一份
《网下优先认购表》，如某一股东提交两份或两份以上《网下优先认购表》，
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确定最后一份为有效，其余视为无效。 请投资
者务必保证 Excel 版本《网下优先认购表》与签章扫描件内容完全一致。 如
有差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以 Excel 版文件信息为准。

3）缴纳认购资金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股东必须在 2020 年 2 月 11 日（T 日）15:00 之前全

额缴纳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划付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股东深交所证券账
户号码”和“恩捷优先”字样。 如原股东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0123456789，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0123456789 恩捷优先。 原股东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T 日）15:00 前汇至指定账户。 原股东认购数量大于认购

上限的部分为无效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其认购数量即为认
购上限；认购数量小于认购上限（含认购上限），则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请原股东仔细核对汇款信息并留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具体缴款账
户信息请咨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认购资金将直接作为认购款。 扣除实际的认购金额后，认购资金若有
剩余，则余额部分将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T+3 日）按汇入路径返还。 认购
资金在认购冻结期的资金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
有。

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权限、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1）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

司股票；
2）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

有的本次可转债；
4）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5） 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

本息；
6）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7）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

利。
（2）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

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

义务。
（3）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

持有人会议：
1）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拟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4）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或业绩承诺导致股份回购的减资除外）、

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申请破产；
5）担保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6）公司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

确定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
7）公司提出债务重组方案；
8）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9）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次可转债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
项。

（4）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
2）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

持有人；
3）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权限、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5）投资者认购、持有或受让本次可转债，均视为其同意本次可转债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00 万元 （含

16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4 亿
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一期） 175,000 60,000

2 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 220,000 100,000
合计 395,000 160,000

项目投资总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可
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
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18、本次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及投入方式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4 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

膜项目（一期）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之全资子公司江西通
瑞。

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
之全资子公司无锡恩捷。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募集资金通过借款的方式提供给江西通
瑞和无锡恩捷，同时按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利息费用，上海恩
捷其他股东不同比例提供借款。

19、担保事项
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20、评级事项
公司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进行信用评 级，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信用
等级为 AA。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将对本期债 券的信用状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并出具跟踪评
级报告。 定期跟踪评级在债券 存续期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21、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

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项账户（即募集资金专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并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相关信息。

22、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方案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本次发行方案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为规范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界定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权利义务，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则。

本规则项下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为公司依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约定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为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
承、承继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本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
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和召开，并对本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项
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
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
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可转债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投资者认购、持有或受让本期可转债，均视为其同意本规则的所有规
定并接受本规则的约束。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如下：
1、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

公司 A 股股票；
（2）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

有的本次可转债；
（4）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5）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

债本息；
（6）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

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7）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

权利。
2、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

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

他义务。
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1）当公司提出变更本期《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

同意公司的建议作出决议，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公司不支
付本期债券本息、变更本期债券利率和期限、取消《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
的赎回或回售条款等；

（2）当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可转债本息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
出决议，对是否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公司和担保人（如有）偿还债券本息作
出决议，对是否参与公司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作出决
议；

（3）当公司减资（因股权激励或业绩承诺导致股份回购的减资除外）、
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公司提出的建议，以
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方案作出决议；

（4）当担保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对行使债
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5）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
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6）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对本规则的修改作出决议；
（7）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

议的其他情形。
4、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1）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公司董事会应在提出或收到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提议之日起 30 日

内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会议通知应在会议召开 15 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
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出。

（2）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
持有人会议：

1）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拟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4）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或业绩承诺导致股份回购的减资除外）、

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申请破产；
5）担保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6）公司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

确定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
7）公司提出债务重组方案；
8）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9）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本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3）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
2）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可转债 10%以上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

人；
3）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4）第（2）项规定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如公司董事会未能按本

规则规定履行其职责，单独或合计持有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
券持有人有权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5）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除非因不可抗力，不得变更债券持有
人会议召开时间或取消会议，也不得变更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因不可
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取消会议或者变更会议通知中所
列议案的，召集人应在原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 5 个交易日内以
公告的方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并说明原因，但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
人债权登记日。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
体上公告。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拟决议事项
消除的，召集人可以公告方式取消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说明原因。

（6）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
有人会议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及表决方式；
2）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3）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4）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5）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代理

债券持有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6）召集人名称、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7）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如有）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

上公告。
（7）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第

5 个交易日。 于债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适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的可转债持有
人，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8）召集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时应当聘请律师对以下事项出具法律
意见：

1）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本规则的规定；
2）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3）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4）应召集人要求对其他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5、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案、出席人员及其权利
（1）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议案内容应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并有明确的议题
和具体决议事项。

（2）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事项由召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规则决定。
单独或合并代表持有本期可转债 10%以上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

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公司及其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
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前
10 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
起 5 日内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提出临时议案的债券持有
人姓名或名称、持有债权的比例和临时提案内容，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
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上公告。 除上述规定外，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
通知后，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包括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中未列明的提
案，或不符合本规则内容要求的提案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3）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代
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可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但无表决权。 若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上述股东、公司及担保人（如有）的关联方，则该
等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发表意见，但无表决权，并且其代表
的本期可转债的张数在计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时不计入
有表决权的本期可转债张数。确定上述发行人股东的股份登记日为债权登
记日当日。

经会议主席同意，本次债券的担保人（如有）或其他重要相关方可以参
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有权就相关事项进行说明，但无表决权。

6、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1）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2）债券持有人会议应由公司董事会委派出席会议的授权代表担任会

议主席并主持。 如公司董事会未能履行职责时，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以所代表的本次债券表决权过半数选举产生一名
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如在该次会
议开始后 1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则应当由出席该
次会议的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表决权总数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3）应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次债券表决权总数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的
要求，公司应委派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除涉及
公司商业秘密或受适用法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限制外，出席会议
的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债券持有人的质询和建议作出答
复或说明。

（4）下列机构和人员可以列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7、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
（1）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

券持有人或其正式委托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每一张未偿还的债券（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2）公告的会议通知载明的各项拟审议事项或同一拟审议事项内并列
的各项议题应当逐项分开审议、表决。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
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拟审议事项进行搁置
或不予表决。 会议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应以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
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
议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
应被视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3）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

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应计为废票，不计入投票
结果。 未投的表决票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不计入投票结果。

（4）下述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
权，并且其所代表的本期可转债张数不计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
数：

1）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公司股东；
2）上述公司股东、发行人及担保人（如有）的关联方。
（5）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

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
有效。

（6）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需经有权机
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可转债募
集说明书》和本规则的规定，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期可
转债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参加会议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

任何与本期可转债有关的决议如果导致变更发行人与债券持有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除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明确
规定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决议对发行人有约束力外：

1）如该决议是根据债券持有人的提议作出的，该决议经债券持有人会
议表决通过并经发行人书面同意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

2）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发行人的提议作出的，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
过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7）公司董事会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及
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有关主体进行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
落实。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新世纪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次可

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五）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六）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佣金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资信评级

费用、发行手续费用、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宣传费用等。承销费将根据承销
协议中相关条款及发行情况最终确定，信息披露、路演推介宣传费、专项审
核及验资费等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增减。
项目 金额（万元 ）

承销及保荐费用 1,000
律师费用 80
会计师费用 30
资信评级费用 25
发行手续费 16
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宣传费 320
合计 1,471

（七）承销期间停、复牌安排
本次发行期间的主要日程安排如下：

日期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T-2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 日 网上路演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T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网上申购日 正常交易

T+1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正常交易

T+2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缴款日 正常交易

T+3 日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正常交易

T+4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指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公司将与主承销商
协商后修改发行日程并及时公告。

（八）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结束后，所有投资者均无持有期限制，公司将尽快申请可转

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三、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 发行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Paul Xiaoming Lee
注册地址 ：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办公地址 ：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电话 0877-8888661
传真 0877-8888677

（二）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 王家骥、李宁

项目协办人 刘纯钦

经办人员 焦健、秦竹舟、韩禹歆 、王巍霖 、郑冰、吴子健、金益盼

电话 010-60838888
传真 010-60836029

（三） 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强

签字律师 李强、王隽然

联系人 王隽然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341670

（四） 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梁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 康文军、彭大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电话 010-58350090
传真 010-58350090

（五） 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荣恩

签字评级人员 黄梦姣、贾飞宇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汉口路 398 号华盛大厦 14 楼

电话 021-63501349
传真 021-63500872

（六）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

电话 0755-88668888
传真 0755-82083194

（七）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场 25 楼

电话 0755-21899999
传真 0755-21899000

第三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805,370,770 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股份 250,163,64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55,207,128 股。
类别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50,163,642 31.06%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3、其他内资持股 115,685,827 14.36%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6,009,166 3.23%
境内自然人持股 89,676,661 11.13%

4、外资持股 134,477,815 16.70%
其中：境外自然人持股 134,477,815 16.7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55,207,128 68.94%
三、股份总数 805,370,770 100.00%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限售股数量 非限售股数量

1 Paul Xiaoming
Lee

境外自然人 17.01% 136,993,919 102,745,438 34,248,481

2 合益投资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5.60% 125,658,390 - 125,658,390

3 Sherry Lee 境外自然人 9.12% 73,470,459 46,275,559 27,194,900

4 李晓华 境内自然人 8.70% 70,069,889 69,833,759 236,130

5 华辰投资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71% 37,922,153 9,480,539 28,441,614

6 Jerry Yang Li 境外自然人 2.20% 17,707,237 17,707,237 -

7 合力投资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11% 16,993,200 - 16,993,200

8 张勇 境内自然人 2.03% 16,332,107 - 16,332,107

9 先进制造基金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00% 16,134,172 1,001,810 15,132,362

10 珠海恒捷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93% 15,526,817 15,526,817 -

上述股东限售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限售股数量 限售原因 解禁时间

Paul Xiaoming
Lee 102,745,438 2018 年发行股 份购 买 资 产 限

售 ；董事股份锁定 2021 年 8 月 15 日

Sherry Lee 46,275,559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2021 年 8 月 15 日

李晓华 69,833,759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2021 年 8 月 15 日

华辰投资 9,480,539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2021 年 8 月 15 日

Jerry Yang Li 17,707,237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2021 年 8 月 15 日

珠海恒捷 15,526,817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2021 年 8 月 15 日

先进制造基金 1,001,810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2021 年 8 月 15 日

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总股本为 805,370,770 股， 其中，Paul�

Xiaoming� Lee 持有 136,993,91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01%，为公司控
股股东；李晓明家族及其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 456,419,91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6.67%，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Paul� Xiaoming� Lee，男，1958 年出生，美国国籍，有境外居留权，硕士研

究生学历。 1982 年加入中国昆明塑料研究所，从 1984 年至 1989 年任副所
长，1992 年 12 月毕业于美国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大学高分子材料专
业，1992 年至 1995 年任美国 Inteplast� Corporation 技术部经理，1996 年 4 月
起至今，历任红塔塑胶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德新纸业董事
长、总经理，成都红塔董事长等职务。 2006 年起加入创新彩印任董事长。 现
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控股股东 Paul� Xiaoming� Lee 除公司外无其他
对外投资。

2、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包括 Paul� Xiaoming� Lee、Yan� Ma、Sherry�

Lee、李晓华、Yanyang� Hui 和 Jerry� Yang� Li。 其中，Paul� Xiaoming� Lee、李晓
华为兄弟关系；Paul� Xiaoming� Lee 与 Yan� Ma 为夫妻关系， 与 Sherry� Lee

为父女关系；李晓华与 Yanyang� Hui 为夫妻关系，与 Jerry� Yang� Li 为父子
关系（即 Paul� Xiaoming� Lee 与 Yan� Ma 及 Sherry� Lee 为一个家庭，李晓华
与 Yanyang� Hui 及 Jerry� Yang� Li 为一个家庭）。

Paul� Xiaoming� Lee、Yan� Ma、Sherry� Lee、 李晓华、Yanyang� Hui 和 Jerry�
Yang� Li 于 2019 年 3 月 7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李晓明家族人员关系图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护照号

境外永久居
留权

住址

1 Paul Xiaoming
Lee

男 美国 530480*** - Carnoustie Ct. Sugar
Land, TX. 77479 USA

2 Yan Ma 女 美国 488563*** - Carnoustie Ct. Sugar
Land, TX. 77479 USA

3 Sherry Lee 女 美国 530933*** - Renwick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USA

4 李晓华 男 中国 53010219620701*
***

有美国永久
居留权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
池路金牛小区

（美国住址 ：Turning
Leaf Lane, Sugar Land,
Texas, USA 77479）

5 Yanyang Hui 女 美国 488108*** - Turning Leaf Lane, Sugar
Land, Texas, USA 77479

6 Jerry Yang Li 男 美国 51328**** - Turning Leaf Lane, Sugar
Land, Texas, USA 77479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李晓明家族通过家庭成员 Paul� Xiaoming� Lee、
Sherry� Lee、李晓华和 Jerry� Yang� Li 以及家族成员控制的公司合益投资、合
力投资和珠海恒捷共持有公司 456,419,9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67%。

3、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下属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除公司外，Paul� Xiaoming� Lee 无其他对外投

资。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李晓明家族控制的除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情
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
元）

李晓明家族控股情况

1 合益投资 股权投资 3,000 Jerry Yang Li 持股 59.85%；Sherry Lee 持股 30.15%；
李晓华持股 5%；Yanyang Hui 持股 5%

2 合力投资 股权投资 1,200
李晓华持股 19.97%并担任董事长

Paul Xiaoming Lee 担任董事

3 珠海恒捷 股权投资 -
李晓华持股 37.22%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普通合
伙人

（二）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或其他
有争议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股
份质押情况如下：

序
号

质押人 质押权人 质 押 数 量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融 资 金
额 （万元）

质押期间

1

Paul
Xiaoming
Lee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2,754,000 0.34% 2.01% - 2017.5.10-2020.9.1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580,156 0.32% 1.88% 2,000 2019.3.6-2020.3.5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1,496,741 1.43% 8.39% 10,000 2019.6.10-2020.6.9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8,362,078 1.04% 6.10% 4,000 2019.8.5-2020.1.31

小计 25,192,975 3.13% 18.39%

2
合益投资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774,000 2.58% 16.55% 25,000 2019.8.20-2020.8.19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774,000 2.58% 16.55% 25,000 2019.8.22-2020.8.21

小计 41,548,000 5.16% 33.10%
合计 66,740,975 8.29%
注：2019 年 8 月，Paul� Xiaoming� Lee 向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公

司股票 8,362,078 股，融资 4,000 万元；2019 年 8 月，合益投资向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6 年开始的股权质押解除，经双方协商，续期后的协议
约定的股权质押总融资金额不变，质押股票数量减少为 41,548,000 股。

1、股权质押的原因及合理性、质押资金具体用途
Paul� Xiaoming� Lee 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进行股权质押

未进行融资， 其主要用途系为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融资提供
担保；其向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质押融资共计 16,000 万元，其
中 2,000 万元用于偿还合益投资融资产生的利息，14,000 万元用于个人对
外投资。

公司股东合益投资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质押融资共计
50,000 万元用于实际控制人 2016 年向上海恩捷进行增资。

综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Paul� Xiaoming� Lee、合益投资的股
权质押融资主要系基于其自身的资金需求做出的合理安排，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具有合理性。

2、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
（1）Paul� Xiaoming� Lee 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的相关约定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乙方）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甲

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丙方、受托管理行）签署股票质押合
同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为：“（1）由于乙方的过错导致质押股票的贬值给甲
方造成损失；（2）未经甲方事前书面同意，质押股票被转让或被设定其他优
先权利；（3） 由于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追加足额质押物或乙方未按
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追加保证金给甲方造成损失；（4） 乙方在本合同项
下做出的任何陈述和保证为错误或具有误导性，或乙方实质上未能履行或
承担其在本合同下的任何承诺；（5） 乙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
义务且未能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以令甲方满意的方式进
行补救；（6）乙方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或解散的；（7）《主债权合同》中规
定的任何违约情形；（8）其他违约情形。 ”

其中，关于追加质押物或追加保证金情形的约定为“若 T 日，质押股票
市值 + 已追加保证金金额（或追加质押股票市值）（如有）<3000 万元，丙方
有权不迟于 T 日 17:00 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乙方追加现金保证金或
股票质押，……和 / 或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保证金，使得追加保证金
金额（或追加质押股票市值）+ 出示质押股票市值 >=3000 万元。”按照质押
股票 2,754,000 股计算，折合平仓线价格为 10.89 元 / 股。

（2）Paul� Xiaoming� Lee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约定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甲方）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署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中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为：“（1）因甲方原因导致
初始交易的证券、资金划付无法完成的；（2）到期赎回时，甲方未按约定进
行购回交易；（3）到期购回、提前购回或延期购回时，因甲方原因导致购回
交易的证券、资金划付无法完成的；（4）待购回期间，T 日日终清算后交易
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的，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提前购回或
未提供其他履约保障措施的；（5）乙方根据协议约定要求甲方提前购回，甲
方未提前购回的；（6） 甲方未及时委托上市公司办理限售股解除限售的；
（7）甲方未按时足额支付利息、违约金或本金的；（8）甲方对相关标的证券
或其他担保物转让或处置设置障碍的；（9） 甲方不配合乙方对标的证券或
其他担保物处置的；（10）甲方违反本协议的声明和保证条款的；（11）甲方
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3 笔股权质押
融资共计 16,000 万元，设置的预警履约保障比例和最低履约保障比例情况
如下所示：

质押人 质押权人 质 押 数 量
（股 ）

融 资 金
额 （万元）

预 警 履
约 保 障
比例

对应预
警股价
（ 元/
股 ）

最低履
约保障
比例

对应平仓 股
价（元/股 ）

Paul
Xiaoming
Lee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580,156 2,000 160% 12.40 140% 10.85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1,496,741 10,000 160% 13.92 140% 12.18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8,362,078 4,000 160% 7.65 140% 6.70

（3）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约定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署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中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为：“（1）在甲乙双方约定
的购回交易日，因甲方原因未能完成购回交易或未能通过场外结算等方式
了结债务；（2）履约保障比例低于平仓线后，在乙方通知甲方进行提前购回
的购回交易日，因甲方原因未能完成购回交易或未能通过场外结算等方式
了结债务；（3）出现协议中约定的提前购回情形，在乙方通知甲方进行提前
购回的购回交易日，因甲方原因未能完成购回交易或未能通过场外结算等
方式了结债务；（4）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违约情形。 ”

合益投资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2 笔股权质押融资共计
50,000 万元，设置的预警线和平仓线情况如下所示：

质押人 质押权人 质 押 数 量
（股）

融 资 金
额 （ 万
元）

预警线

对应预
警股价
（ 元/
股 ）

平仓线
对 应 平 仓
股 价 （ 元/
股 ）

合益投资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774,000 25,000 200% 24.07 180% 21.66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774,000 25,000 200% 24.07 180% 21.66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公司上市以来多年持续分红，Paul� Xiaoming� Lee 先生作为公司股东积

累了一定的个人资产， 也具有良好的商业资信。 经查询信用中国（https:
//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
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等公开网站以及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Paul� Xiaoming� Lee 先生资信状况良
好，无失信记录。截至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日，Paul� Xiaoming� Lee 先生持有
公司股票 136,993,919 股， 按照 2019 年 10 月 14 日收盘价计算， 市值约为
47.37 亿元，远高于股权质押融资金额。 综上所述，Paul� Xiaoming� Lee 先生
可以通过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多种方式进行资
金筹措，保证偿债能力。

合益投资作为公司股东，主要业务为对公司的股权投资。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益投资总资产 7.28 亿元，净资产 2.26 亿元。 由于合益投资采
取成本法对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会计核算，因此其资产账面价值远低于实
际价值。 截至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日，合益投资持有公司股票 125,658,390
股，按照 2019 年 10 月 14 日收盘价计算，股票市值约 43.45 亿元，远高于股
权质押融资金额。 同时，经查询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
//wenshu.court.gov.cn/） 等公开网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
业信用报告，合益投资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综上所
述，合益投资可以通过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多种
方式进行资金筹措，保证偿债能力。

4、公司股价变动情况及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分析
根据 Paul� Xiaoming� Lee 的相关股权质押协议，其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平仓线为 10.89 元；其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三笔股权质押平仓线在 6.70 元 -12.18 元之间； 根据合益投资的相关股
权质押协议，其股权质押平仓线为 21.66 元。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公司
股价收盘价为 34.58 元，20 日均价为 32.75 元，60 日均价为 32.04 元，120
日均价为 31.41 元，均显著高于各笔股权质押的平仓线，覆盖程度较高。 因
此，上述股权质押不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

5、是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截至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805,370,770 股，其中，Paul�

Xiaoming� Lee 持有 136,993,91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01%；李晓明家
族及其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 456,419,91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6.67%。
除李晓明家族外公司第二大股东为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4.71%。

Paul� Xiaoming� Lee、 合益投资质押的股权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合计为
8.29%，在极端情况下，若上述股权全部实现质权，李晓明家族仍持有公司
48.38%股权。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质押情况不会导致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
截至目前， 上述股权质押债务融资不存在逾期还款或其他违约情形，

Paul� Xiaoming� Lee、合益投资财务状况、整体资信情况及债务履约情况良
好。公司已安排相关人员负责股票质押日常维护事宜，密切关注公司股价，
提前进行风险预警。 如有需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与质权人积极协
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所持发行人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的风险，相关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补充质押或其他担保物以及提前还款等。

第四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表审计情况
（一）财务报表审计情况
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
字 [2017]� 002654）、《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8]� 002631）、《审计报告》（大
华审字[2019]004450）。 公司 2019 年 1-6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备考报表的审计情况及备考报表编制假设
1、备考报表的审计情况
2018 年 7 月，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收购上海恩捷 90.08%的股权。 公司与

上海恩捷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构成同一控制下合并。 上述收购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为保证比较式财务报表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公司编制
了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 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9]008881）。

如无特别说明，本节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自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备考财务报告和未经审计的 2019 年 1-6 月财务报告。

2、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的主要编制假设如
下：

（1） 假设公司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已完成对持股 90.08%之子公司上海
恩捷的控股合并，公司 2016 年 1 月 1 日的股份总额即为 200,911,856.00 股
（即：改制后股份 100,400,000.00 与本次控股合并发行的股份折算为资本公
积转增前股份 100,511,856.00 之和）；公司按持股比例享有上海恩捷在备考
期间的经营利润或者亏损，并按上海恩捷于备考期间的股东权益分派金额
对公司股东进行分配；

（2）假设本次控股合并不产生交易费用，无需计提或者缴纳相关税费；
（3）假设本次控股合并未发生公司向上海恩捷中小股东提供现金选择

权而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4）假设本次控股合并未发生上海恩捷原股东持有上海恩捷股份不足

以换成公司新增股份 1 股的情况；
（5）假设本次控股合并未发生上海恩捷原股东以外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
（6）假设本次控股合并未发生在本财务报表截至日起至本次合并完成

日前，若合并双方中任一方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按照深交所得相关规则应对换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