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141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8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 75%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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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湖北泰盛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盛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浙江金帆达生化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帆达公司”
）与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瑞公司”
）合计持有的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
）
75%股权。鉴于金信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经股东会决议拟实施现金分红
15,000 万元（其中对兴瑞公司分红 7,500 万元，对浙江金帆达分红 3,750 万
元）
，上述分红决议日在评估基准日与股权转让交割日期间，经交易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交易总价为 11,770.23 万元。收购资金来源于泰盛公司自有资
金。本次收购完成后，金信公司将成为泰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金帆达公司为公司持有 5%股权以上的大股东，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经公司九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宜昌新材料产业园（以下简称“园区”
）股权投资关系
和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水平，推动园区资源高效整合，
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2018 年 10 月 29 日，泰盛公司与金帆达公司、兴瑞
公司分别签订了关于收购金信公司 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以下简称
“协议”
）
。根据协议，交易各方同意以金信公司《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净资
产评估值为依据，同时考虑金信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经股东会决议拟实
施现金分红 15,000 万元（其中对兴瑞公司分红 7,500 万元，对金帆达公司分
红 3,750 万元，分红决议日在评估基准日与股权转让交割日期间）
，确定本次
交易总价为 11,770.23 万元（
（金信公司评估值 30,693.64 万元-金信公司分红
金额 15,000.00 万元）*0.75）
。其中收购兴瑞公司持有的金信公司 50%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7,846.82 万元，收购金帆达公司持有的金信公司 25%股权的交易
价格为 3,923.41 万元。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完成后，金
信公司将成为泰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九届五次董事会会议，会议以 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收购浙江金帆达生
化股份有限公司及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
司 75%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该事项
为董事会决策范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企业地址：浙江省桐庐横村镇
4.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5.法定代表人：张吉昌
6.注册资本：9,000 万元
7.股东情况：浙江奥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1.11%股权，钜泰国际企
业有限公司持有 27.78%股权，桐庐利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1.11%股权
8.经营范围：加工销售草甘膦可溶粉（粒）剂、草甘膦水剂；生产销售草
甘膦原药、氯甲烷、甲缩醛、亚磷酸二甲酯；盐酸（副产）
、硫酸（副产）
9.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金帆达公司总资产 269,743 万元、
净资产 157,865 万元；
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9,912 万元、
净利润 3,39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金帆达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二）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 66-2 号
4.成立时间：2008 年 1 月
5.法定代表人：李书兵
6.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 50%股权，金帆达公司持有 30%股权，宜昌兴发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20%股权。
8.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氢氧化钠、液氯、氢气、盐酸、次氯酸钠、漂粉精、
有机硅系列产品、片碱、浆液、氢氧化钾、硫酸等。
9.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兴瑞公司总资产 381,063.42 万元、
净资产 163,618.84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412,375.87 万元，净
利润 64,067.87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公司名称：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 66-5 号
4.法人代表：彭春雪
5.成立日期：2008 年 6 月
6.收购前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额（万元）
5,000
2,500
2,500
10,000

持股比例
50%
25%
25%
100%

7.收购后股权结构：
序号
1

股东名称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额（万元）
10,000
10,000

持股比例
100%
100%

收购完成后，金信公司成为泰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权属状况说明
金帆达公司与兴瑞公司持有的金信公司 75%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情
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且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出具的勤信鄂审字【2018】第 0086 号《审计报告》
，金信公司的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4,543.24

87,414.20

净资产

28,142.99

27,303.63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9,076.92

88,899.28

净利润

686.93

8,273.26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众联评报字【2018】第 1277 号）
，本次资产评估方法使用了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基础法
金信公司评估基准日账面总资产为 94,543.24 万元，负债为 66,400.24

万元，净资产 28,142.99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 92,491.16
万元，减值 2,052.08 万元，减值率 2.17%；总负债评估值 64,456.26 万元, 减
值 1,943.98 万元，减值率 2.93%；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价值 28,034.90 万
元，减值 108.09 万元，减值率 0.38%。具体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帐面价值

项目名称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无形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净资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A
34,346.16
60,197.08
51,548.40
4,093.49
5.30
4,006.97
242.91
300.00
94,543.24
57,605.43
8,794.82
66,400.24
28,142.99

评估价值
B
34,435.40
58,055.75
45,410.18
4,259.57
5.30
7,839.19
241.50
300.00
92,491.16
57,605.43
6,850.83
64,456.26
28,034.90

增减值
C=B-A
89.24
-2,141.33
-6,138.22
166.08
3,832.22
-1.41
-2,052.08
-1,943.99
-1,943.98
-108.09

增值率%
D=C/A× 100%
0.26
-3.56
-11.91
4.06
95.64
-0.58
-2.17
-22.10
-2.93
-0.38

2.收益法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0,693.64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2,550.65 万元，增值率 9.06%。
本次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高 2,658.74 万元，高 9.48%。
3.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评估机构认为，收益法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
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运营资质、行业竞争力、公

司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交易双方更看重的是被评估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和获利
能力，收益法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因此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金信公
司经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0,693.64 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10 月 29 日，泰盛公司与兴瑞公司、金帆达公司分别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
，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兴瑞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
（1）本次交易的方案
乙方以现金方式购买甲方所持金信公司 50%的股权。
（2）本次交易的作价
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文号：众联评报字
【2018】第 1277 号，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确定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依据，同时考虑标的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经股东会决议实施现金分红
15,000 万元（其中对甲方分红 7,500 万元）
，上述分红决议日在评估基准日与
股权转让交割日期间，故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7,846.82 万元。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股权

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完
毕。
（4）股权转让交割日
①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
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日。股权转让交割日之后乙方享
有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股东权利及义务。
②标的公司过渡期内（是指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交割日期间）产生的利
润与亏损，均由乙方按照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
3.协议的生效、修改及解除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经乙方按照其内部经营决策管理制度，履行审
议及批准程序后生效。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
任何修改或变更必须制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未经双方协商
一致，本协议不得变更或者解除，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协议附件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
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5%。
（2）守约方因寻求司法帮助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及其它必须支
付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二）与金帆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

（1）本次交易的方案
乙方以现金方式购买甲方所持金信公司 25%的股权。
（2）本次交易的作价
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文号：众联评报字
【2018】第 1277 号，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确定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依据，同时考虑标的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经股东会决议实施现金分红
15,000 万元（其中对甲方分红 3,750 万元）
，上述分红决议日在评估基准日与
股权转让交割日期间，故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3,923.41 万元。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股权
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完
毕。
（4）股权转让交割日
①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
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日。股权转让交割日之后乙方享
有标的股权对应的公司股东权利及义务。
②标的公司过渡期内（是指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交割日期间）产生的利
润与亏损，均由乙方按照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
3.协议的生效、修改及解除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或盖章，并且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经本
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任何修改或变更必须制成
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不得变更或

者解除，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协议附件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
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5%。
（2）守约方因寻求司法帮助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及其它必须支
付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臵、土地租赁、债务债权转移等情况，交易完成后
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或者与关联人的同业竞争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收购金信公司少数股权，一是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决策管理
效率；二是提高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水平，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三是
增强园区草甘膦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保障能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进一步
巩固和完善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优势。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对财务状况的影响。2016 年以来，受安全环保监管趋严、原材料价格
持续攀升等因素影响，甘氨酸供给受限，价格明显上涨，市场景气上行，盈利
能力稳步提升。在此背景下，本次收购金信公司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水平，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本次收购属于合并报表子公司的少
数股权收购，不会增加合并报表商誉。
2.对经营管理的影响。金信公司主要产品甘氨酸是草甘膦的重要原材料。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完全控制金信公司，有助于增强草甘膦生产所需原材
料的保障能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园区循环经济产业
链优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3.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次收购将进一步优化园区股权投资关系和法人治
理结构，减少交叉持股，提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有助于提高园区管理决策效
率，推动园区资源高效整合，为加快将园区打造成为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绿色
发展示范园区奠定良好的治理基础。
七、交易可能产生的风险
交易对方未对金信公司的盈利能力做出承诺，而金信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
将取决与企业自身实际盈利能力、整体经营环境、安全环保管理水平等多方面
因素，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金信公司安全环保管理，科学组织生产经营，不断实现
稳产高产；同时加强对成本费用的管控，向内积极挖潜增效，努力提升金信公
司盈利能力。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一）本次收购兴瑞公司和金帆达公司合计持有的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
75%股权，有利于公司优化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臵效率，增强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符合国家政策、公司战略的发展需求。本次交易的价格以《资产评
估报告》为参考依据，经协议各方协商后确定，交易定价方式合理。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
、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聘请的评估机构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该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

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独立性。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