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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17-076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并将回收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

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的方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为底价，对外转让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之“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之印报机及相关设备，交易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根据《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制度》”），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阶段该事项并不构成关联交易。若公司之关联方通过交易平台公开拍得该机器设

备而导致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公司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相关情况。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评估事项尚待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备。 

 

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并将回收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花旗”）就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广东广州日报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并将回收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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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募集资

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本次交易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交易概述 

为盘活现有资产，进一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实现对公司印刷业务资源的整合优化，公

司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的方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为底价，对外转

让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之印报机及相关设备，并将回收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本次拟对外转让的资产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之

印报机及相关设备，位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

和镇，以下简称“太和厂”）。该项目主要内容是增购印刷设备及配套，引进大型报纸自动化

印刷线。项目总投资 15,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3,000万元，分别用于印报机及相关设

备投资和土地厂房工程投资，铺底流动资金2,000万元。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的设备和

相关工程从2008年9月开始投入生产，为本公司印报业务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截至2017年6

月30日，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5,000.00万元。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披露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

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况。 

(二)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公开拍卖的结果为准，初次拍卖底价不低于评估价值。 

公司已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广信”）对拟对外转让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进行了评估，根据中广信出具的《广

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转让需要涉及的太和厂印报机及配套设备评估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396号），采用成本法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10

月17日，在拟实现特定目的行为前提下，公司因资产转让所涉及的太和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之“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之印报机及相关设备的市场价值为RMB：3,076.63万元（大写

人民币叁仟零柒拾陆万陆仟叁佰元整），设备明细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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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型号 

生产

厂家 

数

量 

计量

单位 

购置日

期 

启用

日期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设备

类型 

备注 

原值（募集资

金） 

净值（2017

年 9 月 30 日） 

重置价值 成新

率% 

评估净值  增值

率% 

1 高斯纽斯兰

75 高速无轴

胶印轮转机 

纽斯

兰 75 

高斯 1 台 2008/9/

22 

2008/

9/22 

91,764,753.34  65,871,221.38  74,330,400.00  40.00  29,732,200.00  -54.86    不含税

价值 

2 电子照排系

统 

- 北大

方正 

1 套 2008/12

/31 

2008/

12/31 

1,731,900.00  769,483.29  1,512,000.00  10.00  151,200.00  -80.35  配套

设备 

不含税

价值 

3 晒版机 FT40

V6UP

NS 

美国

纽牌 

1 台 2008/4/

15 

2008/

4/15 

120,000.00  48,249.48  102,600.00  37.00  38,000.00  -21.24    不含税

价值 

4 冲版机 IP88 古龙

彦 

1 台 2008/8/

5 

2008/

8/5 

88,000.00  49,778.80  58,100.00  39.00  22,700.00  -54.40    不含税

价值 

5 卷筒纸轮转

印刷机 

 

JJ204

D  

 北人  1 台 2008/4/

30 

2008/

4/30 

2,630,460.55  1,853,939.61  2,222,200.00  37.00  822,200.00  -55.65   不含税

价值 

合       计 96,335,113.89  68,592,672.56  78,225,300.00  *** 30,766,300.00  -55.15      

减：机器设备减值准备                 

合       计 96,335,113.89  68,592,672.56  78,225,300.00  *** 30,766,300.00  -5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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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权属情况说明 

上述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本次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三、 涉及对外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公司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的方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为底

价，对外转让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之印报机及相关设备，交

易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导致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情

况。该事项现阶段并不构成关联交易。若公司之关联方通过交易平台公开拍得该机器设备而

导致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公司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相关情况。 

对外转让标的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评估事项尚待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备。 

四、 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并将回收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

公司印刷业务资源整合优化，盘活现有资产，进一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本次交易尚待第三方交易平台公开拍卖结果才能确定对财务的影响。 

五、 办理公开拍卖相关事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设备并将回收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后，公司将委

托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执行上述及其设备的拍卖事宜。 

为提高经济效益，快速处置闲置资产，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有权于首次拍卖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最终未能成

交的情况下，将上述机器设备以不低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转让需要涉

及的太和厂印报机及配套设备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396号）所

评估价值的90%为底价再次进行拍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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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六、 交易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公

司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的方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为底价，对外转

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之印报机及相关设备并将回收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公司现阶段对印刷业务资源进行整合优化而做出的决策，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认为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机器设备转让事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交易平台，以公开挂牌的方式，以不

低于评估价值为底价，对外转让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印报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之印报

机及相关设备并将回收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东方花旗对本次交易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本次转让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已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

要求。本次转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 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交易为拍卖转让，最终能否成交以及成交金额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 备查文件 

(一)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转让需要涉及的太和厂印报机及配套设

备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396号）； 

(二)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四)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机器设备并将回收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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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