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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公司产业和投资结构，更好的发展公司的保险主业，天茂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陇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陇傅实

业）签署了《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持有的荆门和程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债权；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

权；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8%股权（上述四家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全部转让给陇傅

实业。 

其中：截止2018年1月31日，本公司持有的和程贸易、天励投资和天睿投资股权账

面净资产合计为14,811.53万元，评估值合计为33,425.16万元，债权合计为17,440.65

万元，以评估值和债权为依据，确定转让价格为50,865.81万元；截止2018年1月31日，

本公司持有的紫光创新股权账面净值为0元，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100万元。 

目标公司股权及债权合计转让价格为50,965.81万元，预计对2018年合并报表产生

投资收益约 15,757.66万元。出售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2018年2月9日，本公司已收到陇傅实业支付的一期转让款人民币10000万元。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事项。《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为2018年2月9日。 

 

2、程序履行情况 

2018年2月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海陇傅实

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公司产业和投资结构，更好的发展公司

的保险主业，本次公司将持有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四家子公司股权转让给上海陇傅实业

有限公司，将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符合企业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公司聘请了独立的审计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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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机构，并出具了审计和评估报告，依据和结果公允、公平、合理，交易价格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其定价已充分考虑到土地增值的因素；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目标公司中荆门和程贸易有限公司、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和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

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8%股权，本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日就拟转让紫

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8%股权的事项向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发出告知函，在

《公司法》规定时间内未收到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意见，视为已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的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名    称：上海陇傅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000 号 6 层 611 室 

主要办公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000 号 6 层 611 室 

法定代表人：张品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TUM3E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1 日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机电产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企业形象策划，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网络工程，会务

服务，从事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货物运输代理，物业管理，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东为张品鹏（持股 60%）和田慧（持股 40%）。 

张品鹏先生住所黑龙江省汤原县吉祥乡，个人投资者。田慧女士住所哈尔滨市南

岗区，个人投资者。 

陇傅实业实际控制人为张品鹏先生。 

经查询，上海陇傅实业有限公司和张品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交易对方陇傅实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陇傅实业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货币资金 110,019,219.85 940.23 

资产总额 110,019,219.85 940.23 

负债总额 100,003,475.00 3,000.00 

所有者权益 10,015,744.85 -2,509.77 

 2018年1月份（未经审计） 2017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7,804.62 -2,509.77 

净利润 17,804.62 -2,509.77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荆门和程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 

（1）公司名称：荆门和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程贸易） 

（2）法定代表人： 刘斌 

（3）成立时间：2007年12月18日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注册地址： 荆门市掇刀区杨湾路132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6676975202 

（7）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国家专项规定的项目）、五金交电、

建筑材料的销售；装饰工程（持有效经营资质经营）。 

（8）股东：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  

（9）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年1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9,594,884.25 149,951,861.88 

负债总额      9,630,485.13  9,655,094.07 

其中：应付天茂集团款项      9,035,151.08 8,795,151.08 

应收账款 0 0 



 

所有者权益    139,964,399.12  140,296,767.8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2018年1月份（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332,368.69  -5,382,211.44 

净利润       -332,368.69 -5,382,21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3.34  11,260.56 

2018年1月15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2-00002号）。（具体内容见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

网的《荆门和程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10）2018年2月9日，经湖北大信金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茂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价值咨询报告》（鄂金恒评咨字[2018]010号），以2018年1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和程贸易采用成本法评估。评估后的总资产29,187.16万元，总负

债963.05万元，股东全部权益28,224.11万元，增值14,227.67万元，增值率101.65%，

主要系土地增值影响。（具体内容见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拟转让股权价值咨询报

告》） 

（11）交易定价依据：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以和程贸易账面净资产评估值28,224.11    

万元及应付本公司债务合计903.51万元为依据，协商作价29,127.62万元。预计对2018

年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约11,596.96万元。出售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和程贸易

股权。 

（1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担保、

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13）出售和程贸易 100%股权后，和程贸易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本公司不

存在为和程贸易提供担保、没有委托和程贸易理财，截止 2018年 1月 31日，和程贸易

应付本公司债务 903.51 万元，全部为向本公司的借款。该部分款项已包含在陇傅实业

支付给本公司的股权及债权转让款内。股权及债权转让完成后和程贸易将不占用本公司

资金。 

 

2、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 

（1）公司名称：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励投资） 



 

（2）法定代表人： 刘斌 

（3）成立时间：2014年3月28日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注册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杨湾路132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095865700G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以上不含金融、证券、投融资咨询及其他

专项规定），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其他许可经营项目）销售。 

（8）股东：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  

（9）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年1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2,526,765.92  92,651,519.30 

负债总额      88,656,680.67  88,630,732.29 

其中：应付天茂集团款项   88,631,154.86  88,554,154.86 

应收账款 0 0 

所有者权益       3,870,085.25  4,020,787.0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2018年1月份（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50,701.76  -1,808,076.31 

净利润     -150,701.76  -1,808,07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7  -9,604.91 

2018年1月15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2-00003号）。（具体内容见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

网的《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10）2018年2月9日，经湖北大信金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茂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价值咨询报告》（鄂金恒评咨字[2018]010号），以2018年1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天励投资采用成本法评估。评估后的总资产11,569.85万元，总负

债8,865.67万元，股东全部权益2,704.19万元，增值2,317.18万元，增值率598.74 %，

主要系土地增值影响。 

（11）交易定价依据：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以天励投资账面净资产评估值2,704.18     



 

万元及应付本公司债务合计8,863.12万元为依据，协商作价11,567.30万元。预计对2018

年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约1,891.13万元。出售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天励投资股

权。 

（1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担保、

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13）出售天励投资 100%股权后，天励投资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本公司不

存在为天励投资提供担保、没有委托天励投资理财，截止 2018年 1月 31日，天励投资

应付本公司债务 8863.12万元，全部为向本公司的借款。该部分款项已包含在陇傅实业

支付给本公司的股权及债权转让款内。股权及债权转让完成后天励投资将不占用本公司

资金。 

 

3、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00%股权及债权 

（1）公司名称：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睿投资） 

（2）法定代表人：刘斌 

（3）成立时间：2013年10月21日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杨湾路132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08092048X0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投融资咨询及其他

专项规定），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其他许可项目销售）。 

（8）股东：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  

（9）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年1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043,461.17  81,152,869.16 

负债总额    76,762,630.95  76,739,511.24 

其中：应付天茂集团款项    76,740,190.86 76,672,190.86 

应收账款 0 0 

所有者权益     4,280,830.22  4,413,357.9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2018年1月份（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32,527.70  -1,588,638.48 

净利润       -132,527.70  -1,588,63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57  12,772.20 

2018年1月15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2-00004号）。（具体内容见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

网的《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10）2018年2月9日，经湖北大信金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茂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价值咨询报告》（鄂金恒评咨字[2018]010号），以2018年1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天睿投资采用成本法评估。评估后的总资产10,173.13万元，总负

债7,676.26万元，股东全部权益 2,496.87万元，增值 2,068.78万元，增值率483.27%，

主要系土地增值影响。 

（11）交易定价依据：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以天睿投资账面净资产评估值2,496.87     

万元及应付本公司债务合计7,674.02万元为依据，协商作价10,170.89万元。预计对2018

年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约1,694.57万元。出售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天睿投资股

权。 

（1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担保、

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13）出售天睿投资 100%股权后，天睿投资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本公司不

存在为天睿投资提供担保、没有委托天睿投资理财，截止 2018年 1月 31日，天睿投资

应付本公司债务 7674.02万元，全部为向本公司的借款。该部分款项已包含在陇傅实业

支付给本公司的股权及债权转让款内。股权及债权转让完成后天睿投资将不占用本公司

资金。 

 

4、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8%股权 

（1）公司名称：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创投） 

（2）法定代表人： 刘宏飞 

（3）成立时间：2000年4月19日 

（4）注册资本：25000万元 



 

（5）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62528室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2604041T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劳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

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本公司开发的

产品。 

（8）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4000 16%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 8% 

北京特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8% 

内蒙古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2000 8%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0 8%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 8%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00 8% 

中海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2000 8%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00 8%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2000 8% 

苏州盘门旅游开发公司 1500 6%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00 6% 

（9）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80,040.35 12,645,801.47 

负债总额 9,076,141.20 7,860,919.56 

应收账款 0 0 

所有者权益 1,503,899.15 4,784,881.91 

 2017年度（经审计） 2016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00.00 1,098,944.80 

营业利润 -3,293,337.06 -53,217,955.27 

净利润 -3,280,982.76 -53,241,55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0,268.76 -2,499,771.38 

2018年1月20日，经北京中思玮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中思玮业审字【2018】第014号）。（具体内容见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紫光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10）交易定价依据：紫光创投账面净资产为 150.39万元；由于紫光创投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本公司持有紫光创投2000万股，初始账面价值2000万元，截止2017年12月

31日公司已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000万元，账面净值0元。经协商作价100万元。预计

对2018年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约575万元(因原投资额为2000万元，转让100万元，亏

损1900万元可抵减应缴所得税475万元)。出售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紫光创投股权。 

(11) 本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日就拟转让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8%股权的事项向

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发出告知函，在《公司法》规定时间内未收到其他股东

行使优先认购权的意见，视为已放弃优先认购权。 

（1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担保、

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13）出售紫光创投8%股权不影响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不存在为和紫光创

投供担保、没有委托紫光创投理财，紫光创投也不占用本公司资金。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的主要条款 

   （1）交易金额： 

本公司将目标公司股权及债权全部转让给陇傅实业，合计作价人民币 50,965.81 

万元，陇傅实业同意按此价格购买转让标的。具体作价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转让标的资产 账面净资产 净资产评估值 债权 评估值+债权 转让价格 

1 荆门和程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 

13,996.44 28,224.11 903.51 29,127.62 29,127.62 

2 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 

387.01 2,704.18 8,863.12 11,567.30 11,567.30 

3 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 

428.08 2,496.87 7,674.02 10,170.89 10,170.89 

4 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紫光创投账面净资产为 150.39 万元，截止 2018 年 1

月 31日，本公司持有的紫光创新股权账面净值为 0元。 
100.00 



 

8%股权 

 合计 14,811.53 33,425.16 17,440.65 50,865.81 50,965.81 

（2）支付方式和期限： 

《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后，陇傅实业同意在协议签订生效后三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10000万元到本公司账户，剩余转让款人民币40965.81万元在

2018年4月28日前全部支付给本公司。逾期未支付，按未支付余款总额每日万分之三缴

纳滞纳金给本公司。 

2018年2月9日，本公司已收到陇傅实业支付的一期转让款人民币10000万元。 

（3）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支付和过户时间： 

本公司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拥有完全、充分的处置权，未对其设置任何形式的担

保并免遭第三人的追索。本公司同意在陇傅实业支付完全部转让款后，配合陇傅实业办

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及相关交接工作。涉及的相关税费

由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以及除税费以外的其他任何

费用，由双方协商分担。 

（4）过渡期安排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协议项下目标公司股权完成过户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间，目

标公司对应的收益由本公司享有，发生的亏损由陇傅实业承担。 

（5））违约责任 

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如果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守约方有

权要求解除本协议，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本次转让总价格 1%的违约金及因此遭受的一切

经济损失。 

（6）协议生效条款：《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2、交易定价依据： 

截止 2018年 1月 31日，本公司持有的和程贸易、天励投资和天睿投资股权账面净

资产合计为 14,811.53万元，评估值合计为 33,425.16万元，债权合计为 17,440.65万

元，以评估值和债权为依据，确定转让价格为 50,865.81万元，评估值较账面价值溢价

18,613.63 万元，主要是由于和程贸易、天励投资、天睿投资各自拥有的土地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增值。 

截止 2018年 1月 31日，本公司持有的紫光创新股权账面净值为 0元，协商确定转

让价格为 100万元。 



 

经双方协商：目标公司股权及债权合计转让价格为 50,965.81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为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公司产业和投资结构，更好的发展公司的保险主业，本次公司

将持有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四家子公司股权转让给上海陇傅实业有限公司，将优化公司

的资源配置，符合企业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公司聘请了独立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并出具了审计

和评估报告，依据和结果公允、公平、合理，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其定价已

充分考虑到土地增值的因素；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安排 

此次本公司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及债权转让给陇傅实业，不涉及人员安置、土

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出售股权

所得款项将用于本公司补充流动姿金。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母公司作为投资控股型公司，未从事任何经营业务，本公司通过控股子

公司从事保险、医药、化工业务。其中保险业务收入占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99%以上，

保险业务成为本公司的核心业务。 

董事会认为：为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公司产业和投资结构，更好的发展公司的保险主

业，本次公司将持有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四家子公司股权转让给上海陇傅实业有限公

司，将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预计对 2018年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约 15,757.66万元。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公司聘请了独立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并出具

了审计和评估报告，依据和结果公允、公平、合理，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其

定价已充分考虑到土地增值的因素；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投资将进一步明晰，分别如下： 

（1）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  

（2）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3）荆门天茂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4）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25%股权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完成后，陇傅实业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及优势，按照目标公司

经营范围和特点，持续经营下去。陇傅实业具有良好的现金支付能力，受让资金自筹。

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2 月 9 日收到陇傅实业支付的一期转让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同时

本公司与陇傅实业在《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中已约定，陇傅实业在 2018年 4月 28日

前支付完全部转让款后，再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故不会对本公司造成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股权及债权转让合同》 

3、 独立董事意见 

4、《荆门天睿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 

5、《荆门天励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 

6、《荆门和程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 

7、《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 

8、《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价值咨询报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