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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国

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或“上市公司”）2016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中国重工全资子公司大连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大船重工”、

“武船重工”，合称“标的公司”）以增资形式引进新股东暨关联交易事项（以

下简称“本次增资”或“本次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 

大船重工、武船重工系中国重工的子公司，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船舶与

海洋装备制造企业。受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及其配套行业低迷等多重周期性不利

影响，标的公司面临资产负债率高企、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为

响应国家供给侧改革关于“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要求，保障标的公司持续稳健

发展，中国重工拟在标的公司层面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即投资者以“收购债权转

为股权”及“现金增资偿还债务”两种方式对大船重工和武船重工进行增资，降

低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增强资本实力。 

2017 年 8 月 15 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

达”）、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分别与中国

重工签署《债转股协议》，约定以标的公司或标的公司合并报表的附属企业的金

融机构贷款债权（以下简称“转股债权”）向标的公司增资，投资金额合计 703,400

万元；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基金”）、中

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调基金”）、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华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宝投资”）、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平安”）、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基金”）分别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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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签署《投资协议》，约定以现金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投资金额合计 1,483,400

万元，标的公司所获现金增资均用于清偿债务。各投资人出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形式 
大船重工 

增资额 

武船重工 

增资额 

合计 

增资额 

中国信达 债权 315,000.0000 188,400.0000 503,400.0000

中国东方 债权 200,000.0000 - 200,000.0000

债权增资金额小计 515,000.0000 188,400.0000 703,400.0000

国新基金 现金 610,920.8575 189,079.1425 800,000.0000

国调基金 现金 169,225.0775 52,374.9225 221,600.0000

中国人寿 现金 152,730.2144 47,269.7856 200,000.0000

华宝投资 现金 58,648.4023 18,151.5977 76,800.0000

招商平安 现金 53,455.5750 16,544.4250 70,000.0000

国华基金 现金 87,819.8733 27,180.1267 115,000.0000

现金增资金额小计 1,132,800.0000 350,600.0000 1,483,400.0000

合计 1,647,800.0000 539,000.0000 2,186,800.0000

投资人对大船重工、武船重工两家标的公司合计投资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2,186,800 万元，最终金额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确定的金额为准。本次增资完成

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大船重工、武船重工仍为中国重工的控

股子公司。 

（二）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投资人与中国重工签署的有关协议，标的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上市公

司有权选择向投资人定向发行股份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投资人对标的公

司增资后将在标的公司层面成为上市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在中国重工层面成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的一致行动人。

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10.1.6 条的规定，本次

增资的投资人属于中国重工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增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除本次增资以外，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投资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未发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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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信达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侯建杭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625,669.0035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经营范围 

（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

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二）债权转股权，

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三）破产管理；（四）

对外投资；（五）买卖有价证券；（六）发行金融债券、

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

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八）

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九）资产及

项目评估；（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9 年 4 月 19 日至长期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 

中国信达主营业务为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金融服务业

务，其中不良资产经营是中国信达核心业务。 

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信达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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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信达的总资产为 11,744.81 亿元，净资产为

1,479.70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916.57 亿元，净利润 159.82 亿元。以上财

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中国东方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吴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536,278.6326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 号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

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

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

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

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

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

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9 年 12 月 27 日至长期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 

中国东方业务涵盖资产管理、保险、银行、证券、信托、小微金融、信用评

级和海外业务等领域。通过构建“资产管理+银保”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中国

东方为客户提供多元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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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东方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东方的总资产为8,055.21亿元，净资产为953.39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641.88 亿元，净利润 89.50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三）国新基金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东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2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不

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对未上市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不得

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咨询（不含

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

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经营期限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2026 年 8 月 8 日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情况 

国新基金主要投资于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项目，并通过对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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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管理助力中央企业发展，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新基金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新基金的总资产为 47.51 亿元，净资产为 45.98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 1.86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国调基金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F702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D 座 7 层 

经营范围 

非公开募集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c 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6 年 9 月 22 日至 2026 年 9 月 21 日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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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调基金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及企业管

理咨询。 

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调基金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投资有限公司均持有国调基金 3.82%的股份，中车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国调基金 0.76%的股份。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调基金的总资产为 262.32 亿元，净资产为 262.12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94 亿元，净利润 0.12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

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调基金的控股股东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1,082.26 亿元，净资产为 611.34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619.71 亿

元，净利润 14.75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五）中国人寿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明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60,000 万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 

经营范围 

已承保的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

保险业务的续期收费和给付保险金等保险服务以及再保

险业务；控股或参股境内外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保险机

构；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注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注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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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 1996 年 8 月 22 日至长期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 

中国人寿的主营业务为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的续期收费和给付保险金等保险

服务以及再保险业务。  

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人寿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寿总资产为 33,567.92 亿元，净资产为

2,005.78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6,963.43 亿元，净利润 74.70 亿元。以上财

务数据已经审计。 

（六）华宝投资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朱可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36,895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层西区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融中心 53 层 

经营范围 
对冶金及相关行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

询服务（除经纪），产权经纪 

经营期限 1994 年 11 月 21 日至长期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 

华宝投资主营业务为长期股权投资、证券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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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宝投资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宝投资的总资产为 450.41 亿元，净资产为 320.83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32 亿元，净利润 20.41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七）招商平安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洪小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 10128 号南山数字文化产

业基地西座二楼 214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南山蛇口招商局广场 19 楼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

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在不良资产业务项下，追偿

本外币债务，对收购本外币不良资产所形成的资产进行租

赁、置换、转让与销售；本外币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

以及相关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

险管理咨询和顾问，金融信息咨询，资产及项目评估；经

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

破产管理；接受其他金融机构、企业的委托，管理和处置

不良资产；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7 年 3 月 10 日至长期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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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平安主营业务为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

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 

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招商平安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招商平安的控股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 882.71 亿元，净资产为 484.48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05 亿元，

净利润 45.19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八）国华基金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

建恒） 

成立日期 2016 年 8 月 18 日 

合伙期限 2016 年 8 月 18 日至 2024 年 8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资本市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 

国华基金主要开展军民融合相关产业的投资业务。 

3、股权结构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华基金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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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珠西航天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嘉兴理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持有国华基金 16.56%份额，北京中核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均持有国华基金 3.31%份额，中船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均持有国华基金 1.66%份额，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国华基金 0.99%、0.83%份额。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华基金的总资产为 48.39 亿元，净资产为 48.39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21 亿元，净利润 0.04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

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为 0.85 亿元，净资产为 0.80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17 亿元，净利润

0.09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大船重工基本情况 

1、公司概况 

大船重工现持有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9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824602894）。大船重工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征 

成立日期 2005 年 12 月 9 日 

经营期限 自 2005 年 12 月 9 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54,000 万元 



 

12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 1 号 

经营范围 

各种船舶、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建造、修理、

改装、销售；各类机电设备、压力容器、玻璃钢制品、金属结

构件及其配件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钢材、木材的加工、

销售；工程项目的科研论证、技术咨询；专利、非专利技术及

其他工业产权的转让、许可使用和技术服务；承包境外船舶行

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

口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的对外派遣、输出；对外产

业投资和引进技术、经济信息咨询、提供劳务；设备、设施、

场地租赁；汽车大修；危险货物运输、普通货运、大件运输、

搬运装卸、道路运输、土石方运输；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凭资质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17）

第 110ZA4416 号），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大船重工的总资产为 9,610,586.62

万元，净资产为 1,907,019.58 万元，2017 年 1-4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2,117.96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77.52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船重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445,661.29 万元，

净资产为 1,979,851.99 万元。2016 年，大船重工的营业收入为 2,782,944.46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0,014.85 万元。 

3、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大船重工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船舶及海洋装备制造企业，业务领域涵盖

军工、民用船舶、海洋工程装备、修/拆船、重工等。作为国家重点军工企业，

大船重工拥有我国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水面舰艇建造基地，也是为中国海军建

造舰船最多的企业。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中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

中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等均由大船重工建造，为中国海军最重要的舰船建造基地

之一。 

在民用船舶领域，大船重工是国内第一批进入国际船舶市场的船企，拥有超

大型散货船、三十万吨级超大型油轮、万箱级以上集装箱船、大型 LNG 船、高

科技远洋渔船等各吨级、各种类船舶的设计建造能力。大船重工也是目前国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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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工程装备产品种类最齐全、业绩最丰富的建造企业之一。 

4、增资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

第 0589 号），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大船重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174,591.83

万元，评估价值为 2,204,254.26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1.36%。扣减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后，中国重工所持有的大船重工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2,184,971.91万元。 

5、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增资前大船重工为中国重工全资子公司，产权清晰，中国重工持有的股

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6、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中国信达、中国东方、国新基金、国调基金、中国人寿、华宝投资、招商平

安、国华基金以债权及现金合计 1,647,800 万元对大船重工进行增资。其中，增

资后大船重工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 854,000.0000 万元增加到 1,498,024.0752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大船重工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所持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所持注册资本 增资方式 持股比例 

中国重工 854,000.0000 100.00% 854,000.0000 不适用 57.01%

中国信达 - - 123,114.2030 债权 8.22%

中国东方 - - 78,167.7479 债权 5.22%

国新基金 - - 238,771.5381 现金 15.94%

国调基金 - - 66,139.7160 现金 4.42%

中国人寿 - - 59,692.8845 现金 3.98%

华宝投资 - - 22,922.0676 现金 1.53%

招商平安 - - 20,892.5095 现金 1.39%

国华基金 - - 34,323.4086 现金 2.29%

合计 854,000.0000 100.00% 1,498,024.0752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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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船重工基本情况 

1、公司概况 

武船重工现持有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688517B）。根据该营业执照，武船重

工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志钢 

成立日期 1990 年 07 月 04 日 

经营期限 自 1990 年 7 月 4 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88,900 万元 

住所 武昌区张之洞路 2 号 

经营范围 

各类船舶、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

改装和修理；桥梁、建筑及其他设施钢结构的设计、制造

与安装；水利工程成套设备的制造与安装；石油、化工、

冶金等各类压力容器和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与安装；交

通工程装备的制造与安装；能源工程装备的制造与安装；

起重设备的制造与安装、环保设施设备的制造与安装；矿

山机械、农用机械等各类机械的设计、制造和安装；金属

铸锻加工；玻璃钢制品和其他非金属材料的制造加工；物

理化学特性及计量器具检测；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自营

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

的货物进出口业务）；空调、冷藏工程的设计、制造和安

装；建筑工程设计（经营期限、经营范围与许可证核定的

期限、范围一致）（国家有专项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凭许

可证经营）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17）

第 110ZA4347 号），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武船重工总资产为 3,740,469.35

万元，净资产为 674,562.92 万元，2017 年 1-4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4,071.57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0.76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武船重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753,646.94 万元，

净资产为 669,689.78 万元。2016 年，武船重工的营业收入为 1,225,058.99 万元，



 

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487.67 万元。 

3、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武船重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造修船及海洋工程制造企业之一，业务领域涵盖

舰船制造及修理改装产业、海洋经济产业、能源交通装备及科技产业三大板块。 

武船重工为国家重点军工企业，是我国现代化的水下、水面舰艇制造基地，

主要军工产品包括常规潜艇、护卫舰、登陆舰等，形成了完整的军工建造规范和

自主创新的工艺体系，为我国海军装备换代升级和国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在民用船舶及海洋工程方面，武船重工是我国主要的公务船、工程船建造基

地，也是国际知名的高端海洋工程装备供应商。具有各类公务船、工程船、运输

船、海洋工程船、散货船、客滚船的设计建造能力；承担建造的巴西石油公司水

下浮体项目、CJ46 钻井平台、50000 吨半潜船、世界顶级海洋工程模块 YAMAL、

LNG 模块等高端海工项目使武船重工成功迈入世界海工装备高端行列。 

4、增资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

第 0656 号），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武船重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58,157.38

万元，评估价值为 953,552.21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25.77%。武船重工净资产的

评估增值率较高，主要为无形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增值所致。扣减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后，中国重工所持有的武船重工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951,862.21 万元。 

5、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增资前武船重工为中国重工全资子公司，产权清晰，中国重工持有的股

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6、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中国信达、国新基金、国调基金、中国人寿、华宝投资、招商平安、国华基

金以债权及现金合计 539,000 万元对武船重工进行增资。其中，增资后武船重工

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 288,900.0000 万元增加到 452,491.1129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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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武船重工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所持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所持注册资本 增资方式 持股比例 

中国重工 288,900.0000 100% 288,900.0000 不适用 63.85%

中国信达 - - 57,181.0125 债权 12.64%

国新基金 - - 57,387.1380 现金 12.68%

国调基金 - - 15,896.2372 现金 3.51%

中国人寿 - - 14,346.7845 现金 3.17%

华宝投资 - - 5,509.1652 现金 1.22%

招商平安 - - 5,021.3745 现金 1.11%

国华基金 - - 8,249.4010 现金 1.82%

 288,900.0000 100.00% 452,491.1129 - 100.00%

 

四、本次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安排 

2017 年 8 月 15 日，投资人分别与中国重工签署了《投资协议》/《债转股协

议》，主要内容包括： 

（一）合同主体 

1、大船重工 

大船重工本次增资相关合同签订主体包括中国重工及中国信达、中国东方、

国新基金、国调基金、中国人寿、华宝投资、招商平安、国华基金。 

2、武船重工 

武船重工本次增资相关合同签订主体包括中国重工及中国信达、国新基金、

国调基金、中国人寿、华宝投资、招商平安、国华基金。 

（二）增资方案 

中国重工分别与中国信达、中国东方签署《债转股协议》，与国新基金、国

调基金、中国人寿、华宝投资、招商平安、国华基金签署《投资协议》，本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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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投资人均按同一增资价格对标的公司共同进行增资，增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2,186,800 万元（以下简称“投资人出资总金额”，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确定

的金额为准）。 

在本次增资后，中国重工对标的公司的出资金额按照中国重工所持有的标的

公司 100%股权于本次增资的基准日（2017 年 4 月 30 日）的评估值（以下简称

“中国重工股权评估值”）计算。本次增资完成后，中国重工持有标的公司的股

权比例=中国重工股权评估值/（投资人出资总金额+中国重工股权评估值）。 

投资人以转股债权或现金向标的公司增资。投资人在本次增资后对标的公司

的出资金额，对于以转股债权出资的投资人按照该转股债权的本金计算，对于现

金出资的投资人按照其实际认缴金额计算。本次增资完成后每一投资人持有标的

公司的股权比例=该投资人出资金额/（投资人出资总金额+中国重工股权评估值）。 

（三）一致行动安排 

1、标的公司层面一致行动安排 

投资人对标的公司增资后，将在标的公司层面成为中国重工的一致行动人，

具体包括： 

（1）投资人应确保与中国重工在标的公司股东会表决的过程中保持一致行

动；投资人不参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不干预标的公司在军品方面的投入，

不干预标的公司接受国家军品订货，不干预标的公司在人员、设备设施、资源等

方面优先安排，不干预标的公司承接国家军品科研生产任务，不向标的公司选派

董事、监事。 

（2）投资人行使股东知情权应受限于标的公司涉军保密的有关限制，严格

执行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落实保密责任，接受有关安全保密部门的监督检查，

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2、中国重工层面一致行动安排 

为保持中船重工对中国重工的控股权，投资人同意在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

作为中船重工的一致行动人。在投资人接受中国重工向其定向发行的中国重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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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为对价收购投资人所持有的标的股权的情况下，投资人与中船重工的一致行动

关系应持续有效至其取得中国重工股票之日（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完成登记为准）起 36 个月届满日止。投资人作为中船重工的一致行动人，应

按照中船重工的决定行使股东投票权。具体包括： 

（1）在一致行动期内，投资人需在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无条件维护国家利

益。 

（2）在一致行动期内，投资人将除股票收益权以外的所有权利委托给中船

重工，确保在中国重工的公司决策上与中船重工保持一致。中船重工应确保投资

人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在行使股东投票权、以中国重工股东身份采取任何行动时，

中船重工与投资人应事先进行沟通协商，投资人应按中船重工的决定行使股东投

票权及作出行动（以中国重工股东之身份）。 

（3）在一致行动期内，投资人不参与中国重工的企业生产经营，包括不干

预企业在军品方面的投入，不干预企业接受国家军品订货，不干预企业在人员、

设备设施、资源等方面优先安排，不干预企业承接国家军品科研生产任务。 

（4）在一致行动期内，投资人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落实保密

责任，接受有关安全保密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在一致行动期内，投资人不谋求提名或选派中国重工的董事、监事。 

（四）合同生效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其公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本次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增资定价参考了具备相关业务资

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增资标的出具的、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第 0589 号及

天兴评报字（2017）第 0656 号）。该评估报告已经有权机构备案。 

综上，本次增资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增资定价参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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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增资标

的和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7 年 8 月 15 日，中国重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

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子公司武昌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大船重工、武船重工引

进新股东，新股东以债权及现金的形式出资。关联董事姜仁锋、王良、王明辛、

李天宝、杨志钢、张德林已回避表决。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增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增

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同意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中船重工关于本次增资豁免履行产权交易所进场交易程

序的批复。 

（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重工股东大会的批准，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查

批复。 

 

七、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增资系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三

去一降一补”工作的决策部署，缓解大船重工、武船重工生产经营中面临的财务

风险及偿债压力，实现可持续稳健发展。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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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增资，大船重工、武船重工的资产负债率下降，现金流状况得到改

善，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本次增资完成后，大船重工、武船重工

仍为中国重工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对上市公司子公司大船重工、武船重工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核查，认为： 

1、本次增资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大船重工、武船重工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方

式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有利于降低大船重工、武船重工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

提升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已经中国重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意见。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中船重工关于本次增资豁免履行产权交易所进场交

易程序的批复。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重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复。 

综上，中国重工之子公司大船重工、武船重工本次增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盆峨弋 
张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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