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0）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於2018年10月16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
的「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中鐵股
份有限公司資產重組攤薄即期回報的影響分析及填補措施之獨立財務顧問核
查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長進

2018年10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長進（董事長）、張宗言、周孟波及章獻；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培章、聞寶滿、鄭清智及鍾瑞明；非執行董事為馬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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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分析及填补措施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

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或“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中国中铁每股收益指标的影响的分析 

根据备考财务报表及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6 月财务报告，公司测算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每股收益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7 0.67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7 0.67 0.63 

注：公司 2018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完成前，2018年1-6月基本每股收益0.39元/股，2017年度基本每股

收益0.67元/股；假设本次交易完成后，2018年1-6月备考基本每股收益0.37元/股，

2017年度备考基本每股收益0.63元/股。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当期每股

收益预计将有所下降，存在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情况。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摊薄股票即期回报的结论及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上市公司总股本规模将扩大。虽然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增强标的公司可持续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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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上市公司中长期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但短期内上市公司存在即期回

报指标被摊薄的风险。 

三、董事会选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进一步增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二局”）、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三局”）、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中

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八局”）是中国中铁下属的重要企业，也

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施工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国中铁实

现了对上述标的公司的全资控股，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其对子公司的控制力，确保

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 

（二）增强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目前基建建设行业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内，我国正积极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明确加快雄安新区改革开放，并启动了一批重大基础

性项目建设；在国外，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与建设成为各国撬动经济复苏、实现

经济增长的杠杆，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逐步落地，国际产能合作

深入推进。中国中铁作为我国基建建设行业的领军企业，全力支持高速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水利水电、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深入参与“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和推进。 

通过实施市场化债转股，中国中铁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优化，经营活力和经

营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增强。 

（三）提升上市公司利润水平，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为上市公司下属重要企业，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国中铁

对下属四家标的公司将达到100%控股，增加对下属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未来中

铁二局、中铁三局、中铁五局和中铁八局经营业绩的改善以及减轻财务负担效用

体现，有助于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水平，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上

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中国中铁防范及应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摊薄即期回报拟采取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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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对中国中铁股东回报

能力，中国中铁拟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以降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可能摊薄中

国中铁即期回报的影响： 

（一）聚焦主业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本次市场化债转股工作的成效，中国中铁将牢牢把握国家大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机遇，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充分发挥自身基建建设

行业龙头的优势，积极优化资源配置，紧抓“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等历史性机遇，做大做强核心业务，加大技术创

新升级力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中铁将继续以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特大型综合产业集团为指引，

围绕主营业务，把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积极盘活存量资源、优化增量

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益。推动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稳中有降，

在提高经营效益的同时促进资本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及《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

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

行使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

保障。 

（三）强化投资者回报体制 

为完善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更为科学、持续、稳定的

股东回报机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

合法权益，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将充分听

取投资者和独立董事的意见，切实维护股东依法享有投资收益的权利，体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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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回报股东的长期发展理念。 

五、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中铁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中国中铁控股股东、中国中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对上市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关于确保本次重组填补回

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 

中国中铁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不越权干预中国中铁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中国中铁利益。 

2、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声明和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

本声明和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人员的承诺 

中国中铁全体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声明及承诺： 

“1、本人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得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3、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本人承诺在本人合法权限范围内，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若公司后续拟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在本人合法权限范围内，促使拟

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7、本人承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如果本人违反本人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按照《关于首发

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履行解

释、道歉等相应义务，并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

上市公司协会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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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上市公司制定的上述措施不等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

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上市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虽然本次交易有利于降低上市

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提高中长期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但短期内公司存在即

期回报指标被摊薄的风险。上市公司已制定了填补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且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相关承诺事项，符合《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关

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精神，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

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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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分析及填补措施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吕晓峰                                 郭瑛英 

 

 

 

                                     

 

曾琨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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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分析及填补措施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邢 茜                                  谭 笑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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