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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2        证券简称：长城电工            公告编号：2017-41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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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电工”、“公司”或

“本公司”）拟将所持控股子公司——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城果汁”或“果汁集团”）部分股权转让给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投集团”）和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

业公司”）。 

 本次转让公司所持长城果汁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中的 3990.00 万元，经审

计、评估长城果汁每一元注册资本评估价格为 1.87 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6339.30 万元。 

 国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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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安排部署，加快整合全省电

工电气资源优势，发展公司主业，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长城果汁的资本运作

能力，拓宽长城果汁融资渠道，增强长城果汁竞争实力，实现公司果汁产业的独

立运营，长城电工拟将所持长城果汁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投集团及新业公司，其

中：拟向国投集团转让 2942.70万元注册资本（占长城果汁注册资本的 32.70%），

拟向新业公司转让 447.30 万元注册资本（占长城果汁注册资本的 4.97%）。转让

完成后，国投集团将持有长城果汁 4142.70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 46.03%，

成为长城果汁控股股东，长城电工持有 1610.00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 17.89%，

为长城果汁第二大股东，新业公司持有 447.30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 4.97%，

为长城果汁第五大股东。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字（2017）

第 137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年 8月 31 日，长城果汁集团于评估基准日经

审计后的股权全部权益价值为 12,449.47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16,811.71 万元，增值额为 4,362.24万元，增值率 35.04%。折合每一元注

册资本为 1.87元，本次交易公司拟转让的长城果汁 3390万元注册资本转让价格

为 6339.30 万元。 

国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38.77%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次交易行为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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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7 日，长城电工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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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控股子公司长城果汁的部分

股权转让给国投集团和新业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 6339.3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虽然超过 3000 万元，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且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范围权限内，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及交易方简介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30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197056.5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万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6654372581 

设立日期：2007 年 11月 23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股权）管理和融资业务，产业整合和投资业务，基金

投资和创投业务，上市股权管理和运营业务，有色金属材料的批发和零售，以及

经批准的其他业务等。（凡涉及行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

证经营，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经营项目除外）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国投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2571.38 亿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934.75亿元；国投集团 2016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2028.67

亿元，实现净利润-27.50亿元。 

    （二）其他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454.6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樯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190339464 

设立日期：2000 年 11月 10日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省政府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国有股权和国有

企业改革改制、破产重组及整体上市留存资产和国有股权的运营管理；持有并管

理国有资本不宜退出的承担公益性等特殊职能企业和省政府国资委委托管理企

业的国有股权和国有资产；整合省政府国资委委托管理企业国有资产存量，通过

资本运作盘活闲置资产。从事金属材料和建筑材料的批发和零售。房屋租赁。(凡

涉及行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截止 2016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新业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621,885.57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90,410.62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5,149.53 万

元，实现净利润-5,168.12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长城果汁基本情况： 

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司是 2009年由长城电工出资 5000万元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长城果汁的经营范围为浓缩果蔬汁、香精、饮料的贸易（凭有效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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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经营）；农副产品（不含粮食）的收购、初加工、销售（含出口）；本企业及成

员生产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进

口加工业务。2016 年 11 月长城果汁进行了增资扩股，目前注册资本为 9000 万

元。 

目前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所占比例（%）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5.56 

浙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 17.78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 13.33 

嘉兴中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 13.33 

合计 9000.00 100.00 

2、关于优先受让权说明 

本次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浙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嘉兴中恩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声明放弃优先受让权。 

3、长城果汁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17年 8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经审计） 

2016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2,014,902.81 685,908,515.49 

资产净额 131,350,614.53 134,586,266.49 

营业收入 113,134,113.65 214,669,061.33 

净利润 -3,235,651.96 8,694,291.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58,688.46 5,127,961.36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7年 8月 31日为审计基准日，对

长城果汁进行了审计，该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为长城果汁出具

了瑞华审字【2017】6201016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其他说明 

公司转让持有果汁集团的部分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将果汁集团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截至 2017年 11 月 30日，

公司对果汁集团借款余额为 35915.24 万元，对果汁集团提供担保 17500 万元；

无委托理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述债务仍果汁集团承担，按借款合同约定

的期限和利率执行，借款到期后不再续借，并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偿还完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为果汁集团提供担保，根据生产经营情况，确需

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为果汁集团提供担保的，公司将按关联担保的规定，履行相关

法律程序。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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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 号），以 2017 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长城果汁经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 16811.71万元，由此折算每一元注册资本转让价格为 1.87元，（16811.71

÷9000=1.87），本次转让 3390.00万元注册资本，转让总价为 6339.30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国投集团和新业公司就股权转让事项拟签署《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合

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股权转让价格根据股权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具体详见前述关联交易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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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依据； 

2、 国投集团和新业公司，采取一次性付清的付款方式。股权转让总价款应

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2 日内一次付清。 

3、 协议签订并生效后，标的公司即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应配合

标的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并向标的公司提供为完成本次交易所需的

应由其提供或签署的各种资料和文件； 

4、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约定，转让方向受让方确认，2017年 11月 22日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

1379 号）已由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做出核准及备案；交易股权的转让交易完成

后，自上述资产评估基准日起，目标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和所有者权益（包括

目标企业以往年度累计未分配的所有利润、红利及收益等）均由受让方及转让后

的目标企业依法享有及承担。 

5、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国家法律、法规对本合同

生效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聚焦资源发展公司主业，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加强长城

果汁资本运作能力，拓宽长城果汁融资渠道。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后，将使公司资

产负债率有所下降，预计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约 727.84 万元（最终数据以会计

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转让持有长城果汁的部分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将长城果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 2017年 11 月 30日，公司对长城果汁借款余额为 35915.24 万元，对长

城果汁提供担保 17500 万元；无委托标的公司进行理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上述债务仍由长城果汁承担，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利率执行，借款到期后不

再续借，并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

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根据生产经营情况，确需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为长城果汁提

供担保的，公司将按关联担保的规定，履行相关法律程序。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7 年 12月 27 日， 长城电工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林、张希

泰、谢军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此项议案。本次股

权转让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3名独立董事事前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本次转让股权的

行为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本次转让股权的价格公

允，合理。本次转让股权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合法有

效。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约 727.84 万元（最终数据以会

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长城果汁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

司，不再纳入长城电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公司对长城果汁的债务及担保的解决

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转让股权的行为有利于公司及长城果汁的长

远发展，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甘肃省政府国资委批复同意（甘国资发产权

【2017】532号、5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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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长城电工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长城电工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的独立意见； 

（三）长城电工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专业能力的独立意见； 

（四）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五）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六）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2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