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075

公司简称：新疆天业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宋晓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中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丽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期末总股本

调整后
12,855,432,346.57

8,068,289,028.67

3.70

6,383,237,915.41

8,362,848,973.02

4,733,870,188.17

-23.67

1,359,727,738

972,522,352

972,522,352

39.81

720,143,973.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调整前

13,330,735,592.60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调整后
调整前
1,281,382,198.75

810,871,267.50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调整后

调整前

比上年同期增减
(%)
-43.80
比上年同期增减
（%）

6,079,903,078.66

6,141,142,902.10

3,297,063,149.69

-1.00

466,134,714.24

461,998,695.08

54,577,133.75

0.90

421,406,754.04

59,602,121.23

59,602,121.23

607.03

5.28

4.02

1.14 增加 1.2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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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4

0.34

0.06

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33

0.06

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本期金额
（7－9 月）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说明
金额（1-9 月）

533,050.94

-225,499.62

8,071,793.63

15,445,571.1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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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635,798.70

1,635,798.70

-142,480.77

337,185.35

-466,651.15

-571,448.85

-6,633,764.46

-7,705,276.77

2,997,746.89

44,727,960.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6,09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比例
(%)

728,351,574 53.57

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

67,760,942

4.98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攻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508,800

万家共赢－中信银行－万家共赢安泰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数
状态 量
319,444,444 无 0 国有法人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67,760,942

无

0

国有法人

2.24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874,176

1.98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263,511

1.78

无

0

国有法人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1,837,088

1.61

无

0

国有法人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18,940,314

1.39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李慧琼

18,364,944

1.35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北京成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阳淳
丰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800,000

1.24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海富通基金－民生银行－五矿信托－
民生保腾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494,176

1.21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408,907,130

人民币普通股

408,907,130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攻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5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8,800

万家共赢－中信银行－万家共赢安泰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6,874,176

人民币普通股

26,874,176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263,511

人民币普通股

24,263,511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1,837,088

人民币普通股

21,837,088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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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18,940,314

李慧琼

18,364,944

北京成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阳淳
丰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00,000

海富通基金－民生银行－五矿信托－
民生保腾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494,176

人民币普通股

16,494,1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
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730,347

人民币普通股

9,730,3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3

人民币普通股

18,940,314
18,364,944

天域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
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流动资产

2020-9-30

增减比例

330,678,021.83

247,144,541.64

1,207,250,591.52
112,851,485.38
11,561,094.22

104,675,797.16
82,612,519.72
298,381,233.03

长期应收款
生产性生物资产

2019-12-31

50,000,000.00

变动原因

33.80 主要系外贸出口未结汇所致
1053.32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6.60 主要系预付原料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96.13 系天能化工收回重组前的结算中心存款所致
-100.00 主要系融资租赁押金归还所致

14,715,498.14

8,809,551.08

使用权资产

580,928,958.78

1,334,358,550.53

合同负债

224,273,284.60

121,209,356.22

应交税费

154,950,828.24

69,711,369.06

122.27 主要系预提所得税、房产土地使用税所致

其他应付款
1,381,783,611.67
一年内到期的非
382,504,131.19
流动负债

114,737,581.34

1104.30 主要系本期购入天能化工应付现金对价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02,410,879.34

24,283,542.92

9,451,952.99

长期借款

1,842,000,000.00

1,349,269,930.55

租赁负债

32,230,141.01

72,392,454.41

67.04 主要是柑橘示范基地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56.46 系天能化工使用权资产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85.03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88.97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56.92 系短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36.52 系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55.48 系发电业务融资租赁费逐步归还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0,439,898.79

-100.00 系归还信用借款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
1,359,727,738.00
本）

972,522,352.00

39.81 系公司发行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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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487,108,020.07

3,328,638,953.60

专项储备

36,745,824.94

28,166,049.26

-85.37 系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致
30.46 系本年计提安全生产费用所致

3.1.2 利润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分析
天能化工合并入公司报表后，公司对期初及上年同期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因此，公司产品结
构、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在本报告期与去年（调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动。2020 年 1-9 月，公
司发电 58.25 亿度，供汽 367.06 万吉焦，生产电石 98.08 万吨、特种树脂 7.32 万吨、糊树脂 8.32
万吨、PVC 树脂 35.88 万吨、片碱 29.17 万吨、粒碱 4.06 万吨、水泥 51.41 万吨、熟料 98.87 万
吨；除自身耗用外，外销电 25.88 亿度、蒸汽 176.44 万吉焦、电石 21.35 万吨、特种树脂 7.08
万吨、糊树脂 8.06 万吨、PVC 树脂 34.97 万吨、片碱 26.59 万吨、粒碱 3.71 万吨、水泥 51.78
万吨、熟料 33.04 万吨。
2020 年 1-9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7,990.31 万元，
较上年同期 329,706.31 万元增长 84.40%，
较调整后的上年同期 614,114.29 万元下降 1.00%；实现利润总额 57,138.74 万元，较上年同期
10,749.70 万元增长 431.54%，较调整后的上年同期 59,353.52 万元下降 3.73%；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613.47 万元，较上年同期 5,547.41 万元增长 740.27%，较调整后的上年同
期 46,199.87 万元增加 0.90%。外贸出口聚氯乙烯树脂 11.17 万吨，烧碱 16.26 万吨，实现外贸进
出口总额 15,965.98 万美元，较去年同期 17,755.10 万美元下降 10.08%。
3.1.3 现金流量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比例

720,143,973.70

1,281,382,198.75

-43.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9,003,074.84

-586,231,575.16

-10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813,533.33

-1,711,394,805.07

126.5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1,413,977.87

1,012,597,500.72

-63.32

3.2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期使用票据结
算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年购买天能化
工股权所致
上期天能化工偿还大额借
款所致
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经证监许可[2020]372号文件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完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取得天能化工100％股权，天能化工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
司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规模优势显现，PVC产能达到65万吨（45万吨普通PVC，10万吨特种PVC,10
万吨PVC糊树脂），离子膜烧碱产能47万吨，电石产能134万吨，同时拥有2×300MW、2×330MW自
备热电站以及205万吨电石渣制水泥生产装置，形成完整的“自备电力→电石→PVC→电石渣制水
泥”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联动式发展模式。
天能化工拥有年产45万吨PVC、年产32万吨烧碱、年产64万吨电石、205万吨电石渣制水泥和
2×300MW热电机组装置资产，为完整的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循环经济产业链优势显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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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为新疆当地煤、石灰、原盐以及焦炭等矿产资源，资源丰富能够保障充分供应，且原材料
价格低，具有较明显的成本优势。天能化工并表核算，公司资产规模大幅提升，资产结构进一步
优化，公司业绩水平有效提升，在丰富上市公司产品品种同时，与公司原有产业发挥协同效应、
规模效应，为公司提供未来的业务增长点，有力地提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020年1-9月，天能化工发电28.49亿度，供汽93.91万吉焦，生产电石58.76万吨、PVC树脂
35.88万吨、片碱19.07万吨、粒碱4.06万吨、水泥51.41万吨、熟料98.87万吨；除公司自身耗用
外，外销电6.64亿度、蒸汽3.74万吉焦、电石5.52万吨、PVC树脂34.97万吨、片碱18.28万吨、粒
碱3.71万吨、水泥51.78万吨、熟料33.04万吨。
2020年1-9月，天能化工未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3,594.1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2,957.35万元。天能化工2020年4-9月调整折旧年限对净利润影响额
为3,749.53万元（未经审计），天能化工2020年1-9月实际完成盈利承诺口径业绩19,207.82万元，
完成2020年全年预测盈利承诺数52,409.24万元的36.65%。天能化工报告期内生产与运营稳定，在
同行业中优势明显，但受新冠疫情及烧碱价格下降的影响，2020年1-9月的业绩实现情况较业绩承
诺有所差异，天能化工将积极面对，努力做好四季度经营工作。
3.2.2 乙二醇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天业集团共同投资设立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接建设《100 万吨
/年合成气制乙二醇一期工程 6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报告期内，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乙二醇项目公司坚持统筹规划、分区施策，着力抓重点、补短板、赶进度，全力推进十户滩新材
料工业园在建的一期 60 万吨乙二醇项目建设，项目设计工作、设备订货、土建施工、安装及调试
工作已完成。目前，该项目 2 号气化炉一次投料成功并顺利产出乙二醇产品，各项指标检测正常，
已开车试运行，争取该项目尽快全系统开车，促进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产业格局。
公司坚定不移地发展核心化工主业，剥离非主营业务，在做好存量的基础上，通过与天业集
团在氯碱化工和合成气下游多元产品方面优势互补，实现产业链上产品多元化，提高公司竞争实
力。
3.2.3 变更会计估计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及七届十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适用，对正在使用的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折旧
年限由 14 年变更为 20 年，其他机器设备及其他类别资产折旧年限不变，详见 2020 年 5 月 30 日
披露的临 2020-035《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此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
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同意意见，并经 2020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变更会计估计原因及影响说明如下：
1、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1）公司近几年通过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深入调整产业结构，化工行业资产规模大幅提
升，随着公司产能扩大、产业链的完善，公司整体固定资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加之公司近年
来依照生产及技术需求，不断对设备进行改造，通过精细化管理，加大对机器设备检修和日常维
护的力度，有效保障和提升了设备的整体性能和工艺水平，延长了生产设备的使用寿命，原来的
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一定程度上已不能合理反映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状况。
（2）同行业上市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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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机器设备
折旧年限

本公司
3-14

鄂尔多斯 鸿达兴业 中泰化学 君正集团
10-20

10-20

10-30

10-18

英力特
6-22

亿利洁能 滨化股份
5-30

5-25

公司目前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14 年，明显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
（3）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化工行业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20 年，公司变更
正在使用的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的会计估计，与控股股东合并范围内的会计估计保持
一致。
综上所述，为更加客观、合理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与
同行业更可比的会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
司情况，公司决定变更正在使用的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的会计估计，其他机器设备及
其他类别资产折旧年限不变。
2、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
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调整部分固定
资产折旧年限减少计提 2020 年折旧额 10,506.12 万元左右，假设上述折旧额全部结转当期损益，
且不考虑公司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后增减变动的固定资产，在扣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后，增加公
司报告期净利润 5,972.38 万元，增加公司报告期所有者权益 5,972.38 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经
审计的金额为准。
对于公司2020年资产重组涉及的《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与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中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对标的资
产天能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的业绩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在计算业绩补偿
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时，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按14年折旧年限计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后，在计算业绩补偿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时，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仍按14年折旧年限计
算，不会对该协议中的业绩承诺事项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方

承
诺
内
容

收购报告书或
天业集团、
权益变动报告 股份限售
天域融
书中所作承诺

注1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是否是否 如未能及时 如未能及
有履及时 履行应说明 时履行应
承诺时间及期限
行期严格 未完成履行 说明下一
限 履行 的具体原因 步计划
2020 年 5 月 12 日至
是
2021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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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业集团、
锦富投资
盈利预测 天业集团、
及补偿
锦富投资
解决同
与重大资产重
天业集团
组相关的承诺 业竞争
解决关
天业集团
联交易
股份限售

其他

天业集团

注 2 2023 年 5 月 12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3 2023 年 4 月 3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该承诺持续有效并
否
正在履行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并
注5
否
正在履行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
注6
否
并正在履行中
注4

注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新疆天业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之
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新疆天
业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行为，本公司基于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新疆天业股份而相应取得的股份，
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注 2、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疆天业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本次
交易中取得的新疆天业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转换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份，自可转换债券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市
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2、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新疆天业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
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债券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4、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
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
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5、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交易对方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新疆天业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之
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新疆天
业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行为，本公司基于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新疆天业股份而相应取得的股份，
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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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盈利承诺与补偿
若本次重组于 2019 年实施完毕，天业集团、锦富投资共同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值分
别为 50,654.95 万元、52,409.24 万元及 54,175.65 万元。
若本次重组于 2020 年实施完毕，天业集团、锦富投资共同承诺标的公司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值分
别为 52,409.24 万元、54,175.65 万元及 52,458.65 万元。
如标的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少于约定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则由天业集团、
锦富投资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新疆天业履行补
偿义务。
注 4、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鉴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天业集团下属企业与新疆天业存在一定业务重合的情况。为解决同
业竞争，本公司承诺：
（1）公司将严格按照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将天辰化工、天辰水泥、天域新实、天
伟水泥等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托管予新疆天业，且公司原负责普通 PVC、烧碱及水泥等产品的销售
团队、及原材料采购团队将并入新疆天业，纳入新疆天业集中采购和销售体系，由新疆天业统一
调度各被托管企业的采购、销售。
（2）待天辰化工的全部股权权属清晰后且行业政策和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
下，天业集团即提议天辰化工的收购议案，并由新疆天业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并力争在启
动收购后的 12 个月内完成对天辰化工的股权收购。
（3）天域新实目前正在实施产品质量提升技改项目，预计将在 2020 年底前实施完毕，待天
域新实本次技改完成后且行业政策和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即提议天域新
实的收购议案，并由新疆天业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并力争在启动收购后的 12 个月内完成对
天域新实的股权收购。
（4）天业集团将在天辰化工或天域新实具备收购条件时，及时促成新疆天业对天伟水泥全部
股权的收购事宜，承诺天伟水泥将与天辰化工或天域新实共同注入上市公司。
2、除上述情形外，针对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与上市公司同类业
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可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情况，本公司承诺如下：
（1）公司未来将不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
务，以避免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公司亦将促使下属直接或
间接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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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公司或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企业存在任何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下属直接或间
接控股企业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或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
条件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或转让给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3）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上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
其他股东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上市
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上市公司如因公司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损失或开支，
公司将予以全额赔偿。
4、本承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5、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
（1）鉴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天业集团下属企业与新疆天业存在一定业务重合的情况。为解决
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并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所承诺的内容。
（2）在《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承诺对于解决同业竞争措施的基础上，本公司进一步
承诺于本次重组交割后三十六个月内促使与标的资产存在同业竞争业务的公司满足注入新疆天业
的触发条件，并在十二个月内通过合法程序注入新疆天业。
（3）若因本公司违反《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及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新疆天业
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注 5、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现在及将来所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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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利益，不会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3、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
市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4、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5、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补充承诺
（1）鉴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天业集团下属企业与新疆天业存在一定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的情
况。为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并履行《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所承诺的内容。
（2）在《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中承诺对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措施的基础上，
本公司进一步承诺于本次重组交割后三个月内完成拟采取的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天业集团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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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及烧碱、水泥产品的销售团队，以及原材料采购团队全部并入上市公司，纳入上市公司集中采
购和销售体系，从而改变天能化工通过天业集团集中采购和销售的经营模式，进而提升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3）若因本公司违反《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及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
新疆天业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注 6、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保证新疆天业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保证新疆天业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新疆天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
事会、总经理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新疆天业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独立行
使职权，不受本公司的干预。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11 / 11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宋晓玲
2020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