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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协议

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旦旦年二月 2立 日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签署。

甲方（出售方）：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吴江区盛泽纺织科技示范园

法定代表人：缪汉根

乙方（收购方）：苏州盛虹纤维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坝里村西二环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缪汉根

鉴于 2

1. 甲方为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 乙方是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 为整合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化纤板块，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经营性资产

及相关负债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收购。

为此， 甲、 乙双方遵循平等、 自愿、 等价、 有偿的原则， 就以下事项协商

一致， 并签署本协议。

第一条释义

1.1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或上下文另有明确要求，下列词语在本协议中应做

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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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ノ出告方

乙方ノll■殉方

指

　

　

指

江亦盛虹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亦州盛虹奸筆有限公司

甲方通述本切波向乙方出告的其持有的径菅性資声 (包

括但不限千土地、房声、知沢声杖、生産銭及相庄没各、

相美債杖、其他姪菅性資声等)及対鹿的相美負債 (洋

兄附件 《青項申汁報告》(信会師扱字[2017]第 ZA51283

号)及 《径菅性資声及相美負債剥萬明細表》)

指 注入資声所渉及的化奸立努

甲方依据本切波之豹定結辻注入資声及相美立努、人

指 貝,乙方依据本跡波之釣定牧賄注入資声及相美立努、

接牧人員的行力

指  立信会汁師事勢所 (特殊普通合伏 )

立信出具的信会りT扱字[2017]第 ZA51283号 《寺項申it

報告》

注入資声

注入資声立

分

本次ll■殉

申汁机拘ノ立

信

《申汁報告》 指

申it基准 日 指
《申汁報告》所依据的申汁基准 日,即 2016年 12月 31

日

交易対枡

指

本切決第四条所釣定的,根据 《申汁報告》碗定的乙方

牧賄注入資声的倫格

甲乙双方按照本い決第六条規定,乙方牧賄注入資声的

行力
交割



交割日   指 
本跡波第六条釣定的日期,千該日起甲、乙双方升始亦

理注入資声的移交、通戸手銭

本次牧賄按本跡波及其他相美文件実際完成的日期,裁

止日不超述交割日起 1今月,或双方男行釣定的吋同,

ll■賄完成日 指
但就具体牧殉事項,相美法律、法規要求更短的吋同的,

庄核遵守核等法律、法規的要求。

述渡期   指 本次牧賄申汁基准日至交割日之同的期同。

中国    指  
中学人民共和国,力本い波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男J行

政区、澳日特別行政区和台湾省

元     指  中国的法定貨市単位

1.2除ヨト本跡波男有規定或上下文男有明碗要求,否只J:

1.2.1 “条款"及 “附件"均指本跡波的条款及附件。

1.2.2各条款的林題僕力方便参園而加橘,不影噛本跡波的解経。

第二条 本次ll■殉

2.1根据本跡波規定的条款和条件,甲方同意出告注入資声,乙方同意牧賄

注入資声,注入資声対立的並努、人員随資声一井逃入乙方。甲、乙双方己同意

就本次牧賄釜汀本跡波,井保iI遵守、執行。

2.2甲 、乙双方同意,乙方自交害J日 起享有甲方注入資声和/或杖益項下的

所有資声所有杖、債杖、杖利和枚益,承担注入資声和/或杖益項下的所有負債、

責任和文努以及相美立努。

2.3甲 、乙双方同意,自交割日起,甲、乙双方庄着手亦理注入資声和/或

杖益的杖属変更手数,包括但不限千完成工商変更登氾、資声述戸手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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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注入资产概况 

注入资产是指甲方所拥有的经营性资产及对应的相关负债，最终以《审计

报告》确定的范围为准。 

第四条 交易对价 

就本次交易，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

审计基准日，对甲方拟剥离的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

计报告》。 

双方同意，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审计报告》中注入资产经审计的净

资产确定。 

截至审计基准日，注入资产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965,418,100.22 元，双方一致

确认注入资产的交易对价为 965,418,100.22 元；实际支付金额为交易对价扣除截

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剥离的货币资金金额后的差额。 

第五条 支付方式 

5.1 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交易对价，具体支付方式为：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5.2 乙方应根据上述规定及时支付交易价款，如逾期支付上述款项，则自本

协议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次日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乙方按日向甲方

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5.3 甲方的银行帐号为： 

账户名称：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吴江盛泽支行 

银行账号：32201997638050817229 



第六条 交割及牧殉完成

6.1交害J日

本跡波項下的交割日力 2017年 5月 31日 。

6.2交割程序

6.2.1甲 、乙双方庄倣好一切准各,子交割日升始亦理注入資声的移交和

述片手数。交割吋,乙方可合理査閲所有美子注入資声的文件≒遭景。甲方在乙

方的合理要求下,庇提供注入資声立努所有必要信息埼解粋。

6.2.2甲方庄根据本跡波的釣定,在交割日当日,甲 、乙双方庄清査資声 ,

井釜署交接清単,如出現交劫或与 《申汁報告》及 《径菅性資声及相美負債剥高

明綱表》裁明的内容有差昇,実際交付的資声庄以交接清単氾載力准。如需在相

美行政主管部門亦理述戸登氾的,甲、乙双方皮根据相美行政主管部目的要求 ,

予交割日前一介工作日完成相庄述戸資料的准各,井千交割日逓交通声申清。

6.2.3除本跡波男有釣定外,甲方在交割日逐泣向乙方交付下列文件的正

本原件或者具有正本原件数力的副本或夏印本 (如有),包括但不限千 :

(1)合同文本

所有与注入資声或注入資声立努有美的甲方作カー方当事人的合同和切

波文本,包括但不限千原材料、机器没各的来殉合同、梢告合同、銀行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等。

(2)4可iI和執照

根据国家相美法律、法規的規定,甲方所捌有的所有与注入資声或径菅注

入資声立努所需的由任何国家或中国有美主管部門授予的杖利、4可 IIE、 執照、

江明事及授杖ギ等。

(3)文件和氾景

所有甲方使用的与注入資声及姪菅其立分有美的立努氾景、財努及会汁氾

最、菅這氾最、菅這数据、菅込銃汁資料、悦明ギ、鍵榜保弄手朋、培切1手朋、



以及其官所有有美氾景、数据、日志、手朋及各稗正式的文字資料、軟盤以及生

声辻程的照片和最相帯等。

6.2.4完成上述程序后,甲 、乙双方庄在合理吋国内相互跡助,釈板亦妥一

切必要的道戸更名等相美手銭。

6.3所有杖和凩陰的轄移

注入資声庄被祝力在交割日由甲方交付給乙方(而元沿按照任何国家或中国

法律法規要求成当亦理述戸手数的注入資声的道戸更名手銭在何吋完成),即 自

交害J日 零吋起,乙方享有注入資声以及因径菅注入資声立努而声生的一切杖利、

杖益和利益,承担注入資声的凩陰以及因径菅注入資声立努而声生的一切責任和

文努。

6。4其他事項釣定

6.4.1除 乙方根据本切波明碗承担的債各和責任外,其他的任何債努和/或

責任 (包括但不限千甲方未向乙方披露的或有事項、或有負債等,除♯甲方IIE明

己向乙方披露井且乙方己碗汰単方承担責任)佛由甲方承担。

6.4.2如注入資声和/或板益項下的任何資声、杖益或負債注入乙方前必頒

事先取得任何第三方的授枚、批准、同意、杵可、碗汰或諮免,而核等手数在牧

殉完成日前 (含当日)未能完成的,甲方泣代表乙方井根据城実信用的原只J力乙

方最大利益継袋持有該等資声、杖益和負債,宣至該等資声、杖益和負債可以按

本切波的規定合法有敷地、完全地注入乙方。

6。4.3カ便子完成本次牧賄,自交割日起,庄乙方要求,甲方庄継銭力乙方

≒第二方之同的交易提供切助,井促使乙方与第二方建立良好的立勢美系。

6.4.4在本次牧殉完成道程中,対千双方之同的資声、負債的剣分如有任何

不明之処,特以 《申汁報告》及 《径菅性資声及相美負債剥萬明細表》及力編制

上述報告而参考的其官文件所裁明的具体資声負債剣分力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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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述渡期安‖ト

7.1道渡期内,甲方庄継銭按其慣常的方式違慎行使其作力注入資声所有人

的杖利,不得達法径菅;未径乙方ギ面同意,不得任意赴分該部分資声,包括但

不限子特性、出租給第三方或対注入資声男行没定担保、抵押、辰押或任何其他

形式的第三方杖利。

7.2甲 、乙双方同意,注入資声和/或杖益在述渡期内声生的盈利和言損由

乙方享有和承担。

第八条 不尭争

甲方在本次牧賄完成后継銭作力乙方的控股股末井向乙方承諾,按照与乙

方男行釜汀的 《避免同立党争跡波》規定,不炊事≒乙方主菅立努杓成宣接或同

接党争的立各、声品和服努,井同意賠僕由此而早致乙方遭受的損失和費用。

第九条 注入資声的駅工安畳

按照 “人随資声走"的原只J,本次注入資声牧賄渉及取工安畳同題,牧殉

方案及取工安畳方案頒提交甲方的取工代表大会申波,井径出席取工代表大会的

2/3以上表決通道;交割日后,注入資声渉及的人員与甲方解除芳劫合同,与乙

方重新釜汀芳劫合同,乙方力上述人員数交社保及公釈金,原有待遇継数保持不

交,不渉及ネト僕同題。

第十条 際述和保江

10.1甲方際述和保江

10.1.1甲方力依法没立井合法存銭的股分有限公司,具有炊事其菅並執照

或章程所裁的立努所需的杖利和授杖,井具有杖利、杖力及能力汀立及履行本跡

波及其項下的所有文努和責任。

10.1.2甲方力注入資声的合法捐有人,釜署本跡波和履行其在本い波項下

的文勢井不達反其公司章程或其他美似的姐駅性文件,不会達反≒第二方釜署的



重要合同 (己径取得第二方同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行政机美友出的芽J決、命

令和裁決。

10.1.3裁至交割日,甲方未在注入資声上没畳辰押、抵押及任何形式的其

他第三方杖利;其中相美債杖債各己取得対庄債枚人同意井通知債努人。

10.1.4不存在針対注入資声的正在逃行或可以預兄的訴漆、仲裁和行政処

罰案件,注入資声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或有負債。

10.1.5在法定期限或没各供庄商、工程施工承包商的保II期限内,甲方所

能荻得的辰量保江杖益自交割日起,庇当随注入資声全部特移給乙方,井力乙方

荻得該等辰量保iI杖益提供必要切助。

10.1.6カ使注入資声能じ完全、合法地交割予乙方,如果任何因此必須亦

理的相美事宜在牧賄完成日未能亦理完半,甲方庄力乙方的利益継銭保留核等資

声,井来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早使資声可以完全、合法地交付給乙方。

10.1.7甲方保IIE注入資声交割后,乙方在径菅注入資声立努吋,不会侵犯

任何寺利、商林、版枚、服勢林沢、技木秘密、寺有技木或任何其他第三方的知

沢声杖。

10.1.8如 甲方与第三方笠定的与注入資声立努有美的任何合同和跡波,因

交易行力而需特辻給乙方的,座提交完整、真共的合同清単,核等合同均合法、

有数井征得第二方同意特辻,対第二方杓成可執行的文各;在核等合同項下没有

達釣行力友生及没有重大履行障碍。

10.1.9如甲方就注入資声己向保隆公司投保,杓成注入資声倫値的一部分。

在注入資声由甲方向乙方交割后,甲方的受益杖庄随之特移給乙方,乙方不須カ

此男行支付費用。

10.1.10甲 方在径菅注入資声立勢吋遵守了国家有美不境保榜法律、法規

的規定。没有任何因注入資声或径菅注入資声立努達反上述規定面引起的索賠、

浜松、仲裁或其他程序。

10.2乙方陳述保II



10.2.1乙方力依法没立井合法存銭的有限責任公司,具有炊事其菅立執照

或章程所載的立努所需的杖利和授杖,井具有枚利、杖力及能力汀立及履行本跡

波及其項下的所有文努和責任。

10.2.2釜署本跡波和履行其在本跡波項下的文努井不達反乙方公司章程或

其他美似的姐須性文件,不会達反与第二方釜署的重要合同 (己径取得第二方同

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行政机美友出的半J決、命令和裁決。

10.2.3乙方将按照本跡波的釣定及吋足額向甲方支付交易対介 .

第十一条 双方承諾

H.1甲 、乙双方杵逃一歩通力合作,尽早完成本跡波豹定的相美工作,包

括但不限予 :

H.1.1向国家有枚部門申頷、各案或取得由其授予、各案或釜友的一切碗

保本跡波全面執行的4可 iI、 批文、授杖ギ和注朋登氾等 (如需)。

11.1.2向第二方交付或取得一切力使本跡決全面執行的通知、批准、奔杖

ギ、同意函等。

11.1.3釜署和交付需双方釜署或交付的文件及江ギ等。

H.1.4根据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注入資声的道戸更名手銭。

H.2全面披露

甲、乙双方在本跡波項下提供的任何際述和保II,或根据本切波提供的一

切文件、IIギ和資料均真実、完整、有数,元対渉及本次牧賄的重大事実和事項

倣出不真実際述、遊行隠購或杓成渓早的情況。

H.3保密

自本切波釜署之日起甲、乙双方対予跡波本身及本次牧殉行力有美的資料

或事宜,具有保密的又各,未径対方同意,不得対外披露,井碗保其屋員或其聘

清的中介机杓不会披露任何核等資料或事宜。

H.4変更



道渡期内,如友生任何可能対本跡波項下似逃行的交易或対注入資声有重

大影噛的情況吋,庄及吋通知対方,核等情況包括但不限千 :

H.4.1任何可能対本次牧賄有重大不利影噛的,対一方提起的折漆、仲裁、

調査或其他程序 ;

11.4.2任何政府部 |コ或II券交易机杓的批文或指示 ;

H.4.3注入資声的天失或毀損。

第十二条 税費和支出

12.1甲 、乙双方庄按中国法律、法規的規定各自承担因本次牧賄而声生的

庄由其数納和支付的税費。

12.2甲 、乙双方就商淡、草似、釜署及執行本跡波所声生的費用及升支 ,

由双方自行承担。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13.1不可抗力指不能預兄、不能避免井不能克服的客双情況。

13.2不可抗力的友生如使一方履行文努受到影噛,該方成立即通知男一方 ,

同吋釈板采取合理措施,減少因不可抗力姶男一方帯来的損失,承担因未采取合

理措施早致的描大損失。該方庄在不可抗力友生之日 (如遇通颯中断,スJ自 通鴻

恢夏之日)起 15日 内向男一方提供不可抗力友生地相反杖威机杓出具的IIE明 。

13.3如果不可抗力阻碍一方履行文努持銭超述30日 ,双方泣跡商決定継狭

履行或終止本切波。如双方不能迭成一致意見,任何一方有杖通知男一方解除合

同,本跡波男有釣定除外。

第十四条 賠僕責任

任何一方達反本跡波釣定或其在本跡波中作出的際述、保II或承諾,早致

男一方蒙受損失,達釣方庇負責賠僕。任何按本条款提出的索賠庄以ギ面形式提

出,井庄附有対引起該索賠的事実及情況合理而洋尽的描述。



第十五条 跡波笠署及生数

本跡波径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枚代表)釜字井加蓋公章后生敷。

第十六条 遺用法律和争波的解決

本跡波的制汀和解経均遣用中国法律。凡因本切波引起的或与本切波有美

的任何争波,均庄跡商解決;如跡商不成,可以向有管籍杖的人民法院提起訴松。

第十七条 不放奔杖利

在本称波中,任何一方未能要求対方声格執行本称波的釣定,均不能理解

力対核規定的奔枚,除♯奔枚是按本跡波第十九条的釣定,以ギ面形式通知対方。

第十八条 跡波特性

未径対方事先ギ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杵本跡波或本跡波規定的合同文分

全部或部分逃行特性。本跡波対双方及其各自的継受方和受辻方均具有釣束力。

第十九条 通知

本跡波項下的一切通知和其他通颯庄カギ面形式,可通述来自交付、倍真

或以由「政快還寄至各方的下述地址。

甲方:江亦盛虹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屯活:0512-63578551

咲系人:張誉

乙方:亦州盛虹奸鍵有限公司

唯ユ新彗: 0512…63578205

咲系人:鹿泉方



第二十条 附スJ

20.1本跡波未尽事宜甲、乙双方格男行跡商,井可釜汀ネト充跡波,作力本

跡波有敷附件。

20.2如本跡波任何条文被有管籍杖的仲裁机杓或其他政府、司法部|]裁定

力元敷或不可張制執行,本跡波的其他条文庇不受影噛而継袋全面有数地得到執

行。

20.3対跡波条款倣出任何修改或調整,均頒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杖代表 )

釜署ギ面的修改文件井加蓋公章后方可生数。

20.4本跡波正本一式拐1(8)分 ,甲乙双方各執式 (2)分 ;其余用千亦理

相美手数,毎分跡波及其附件均具同等法律敷力。

(本天以下元正文 )



附件 :

1.立信出具的信会師扱字[2017]第 ZA51283号 《江亦盛虹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寺項申汁報告》;

2.《径菅性資声及相美負債剥萬明網表》:

3.房屋建筑物清単、土地使用杖清単、知沢声杖清単。



(本更元正文,力 《江亦盛虹科技股分有限公司与亦州盛虹針雛有限公司美

子江亦盛虹科技股分有限公司姪菅性資声及相美負債之ll■殉跡洪》釜署更)

本跡洪由双方法定 枚代表千文首注明日期釜汀。

甲方:江 (蓋章 )

法定代表人 (授杖代表): 
裂分

ィ実贅気

(蓋章 )

脅離

も 9395y

響 ラ

卜→貯驚

=2o50猾

乙方 :

法定代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