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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18-017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变更重组标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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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已经发生变更，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停牌事由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蒋伟明、杭州

武林置业有限公司等合计持有的合肥中航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1%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起停牌（详见：临

2018-010 号公告），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6 日披露了《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临 2018-012 号公告），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披露了《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继

续停牌公告》（详见：临 2018-013 号公告），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披露了《宁

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临 2018-014

号公告），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披露了《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临 2018-015 号公告），于 2018 年 4 月 3 日披露了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临 2018-016

号公告）。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自公司 2018 年 2 月 13 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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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

并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披露信息真实、准确。 

二、变更重组标的相关情况 

（一）终止前次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聘请了涉及法务、财务顾问等专业机构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展开了大量的沟通、谈判及方案论证等工作。在本次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过程中，由于未能与蒋伟明、杭州武林置业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手方就重组标

的的评估方法、交易价格等方面达成一致，公司将不再继续推进收购合肥中航新

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事项。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已与杭州武林置业有限公司、蒋伟明、合肥中航新

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之终止协议》。《合作框架协议之终

止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武林置业有限公司 

丙方：蒋伟明 

丁方：合肥中航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2018 年 2 月 8 日，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共同签署了《宁夏新日恒

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中航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武林置业有限

公司、蒋伟明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实际情况，经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协商一致，决定对《合作框架协

议》予以终止，各方终止《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合作事项，并不再按照《合作

框架协议》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 

（二）变更重组标的，签署新《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 

与此同时，为继续贯彻实施公司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战略，寻求新的

利润增长点，公司拟向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城

相府集团）收购其所持有的山西皇城相府宇航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

航汽车）90%股权并对重组标的进行增资。宇航汽车主营业务为新能源客车的生

产与销售。 

2018 年 4 月 2 日，公司已与皇城相府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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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山西皇城相府宇航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及债权偿还总金额共计不超过 4.2 亿元（含本数），

其中，甲方向乙方转让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款由乙方支付，转让价款金额以乙方聘

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定价依据，

由甲方、乙方协商确定（确定依据为 4.2 亿元减去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应偿还甲方

的债权总额）。 

此外，乙方拟在受让标的股权的同时向丙方增资。截至目前，乙方已指派相

关中介机构对丙方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尽职调查结束后，协议各方将根据尽调结

果就本协议项下合作事项签署正式的资产购买及增资协议。 

甲、乙、丙三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将其所持

丙方 9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和乙方后续拟对丙方进行增资扩股等相关事宜达成

框架性条款，特签订本协议，以使各方遵照执行。 

第二条 股权转让 

1、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现合法持有的丙方 90%股权（对应标的公司 20,250

万元注册资本）。 

2、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以乙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标的股权按照资产基础法出具的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暂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定价基础，参考评估结果由甲方、乙方协商确定。 

第四条 债权债务安排 

根据甲方的说明，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甲方及其关联方享有对丙方的

债权共计约 2.01 亿元（前述债权金额以乙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后确认的金额为准）。上述债权于各方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

议生效后由丙方负责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清偿完毕，乙方对丙方的上述债务的

清偿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条 增资 

1、乙方拟在受让标的股权同时向丙方增资，增资金额＝8 亿元－标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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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乙方增资前丙方投前估值按照丙方注册资本金额计算。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同时，按照上条约定的

增资金额对丙方注册资本办理变更登记，增资金额全部由乙方认缴，乙方于工商

变更登记办理完成之日起一年内实缴到位。 

（三）重组标的变更原因 

在停牌期间，由于未能与蒋伟明、杭州武林置业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手方就原

重组标的的评估方法、交易价格等方面达成一致，公司不再继续推进收购合肥中

航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事项。并且变更后的重组标的及收购方案

将更加有利于公司完成产业转型，更好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1、重组标的变更后的交易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持有宇航汽车 90%以上

的股份，持股比例更高。并且依据公司与皇城相府集团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变更后的重组标的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均由公司委派，保证了公司对重组标的

的控制力。 

另外，较高的持股比例提供给公司更大的股权稀释空间来引进社会资本扩大

宇航汽车生产规模、吸引市场化管理团队进一步优化宇航汽车的生产经营。 

2、依据公司与皇城相府集团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变更后的重组标的将

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股权转让对价规模较小，公司资金压力较轻。并且公司

可将更多资金通过增资投入到重组标的的后续生产经营当中，有利于提高重组标

的的盈利能力。 

3、依据《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通知》（晋财建[2017]7 号）规定，

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山西省公告内车辆生产企业生产的列入工信部《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且实现终端销售的电动汽车，按照国家同期补贴

资金的 50%给予省级营销补助。因此，重组标的变更后，公司将受惠于山西省更

为优厚的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加速发展新能源客车产业。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自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

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事宜，努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但

因未能与原交易对方就原重组标的的交易条款、交易价格等方面达成一致，为继

续贯彻实施公司布局新能源客车领域的发展战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

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变更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已与前次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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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之终止协议》，并与变更重组标的后的交易对方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变更重组标的原因合理；由于公司尚未召开董事会

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本次重组标的变更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并披露

了变更重组标的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披露信息真实、准确。 

三、重组标的变更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次重组为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皇城相府集团持有的宇航汽车

90%股权。同时，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拟以 1 元/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以货币资

金对宇航汽车进行增资。股权转让价款与增资金额合计约 8 亿元。 

本次股权收购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评估结论将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但尚未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

署正式协议，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最终实施

方案尚未确定，公司与相关各方就交易方案具体内容将持续进行沟通和磋商。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包括股权转让价款及增资金额）合计约 80,000.00 万元，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为 90,266.36 万元。以交易成交金

额 80,000.00 万元计算，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占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比例达到 88.63%，且超过 5,000 万元，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综合考虑公司

2017 年 9 月末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净资产 100,582.39 万元以及 2017 年重大资产

出售完成后对公司净资产的增厚程度，本次交易仍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最终将

以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口径净资产为判断依据。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为 90,266.36

万元，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合计约 80,000.00 万元，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88.63%，超过 50%，且

超过 5,000 万元。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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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综合考虑公司 2017 年 9 月末未经审计的

合并口径净资产 100,582.39 万元以及 2017 年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对公司净资产

的增厚程度，本次交易仍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最终将以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

的合并口径净资产为判断依据。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皇城相府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 

法定代表人： 陈晓拴 

注册资本： 2600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12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522713682494W 

经营范围 

对煤矿、煤化工、旅游企业投资及管理；电力项目筹建及相

关服务；通过公路经销煤炭。（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

营）住宿、公共浴室、桑拿浴、理发服务、游泳、KTV、游

艺服务，旅游纪念品开发，生态农业开发，蔬菜、花卉、果

树种植，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标本制作，酒店项目建设，

饮食服务，养殖，小麦粉（通用）、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

加工品）加工，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成品油、木材、机电设备、

五金交电、电缆电线、音响设备、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仪

表仪器、橡塑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品除外）、办公

设备、文体用品、钢材、金属材料、钢丝绳、阀门、管道及

配件、轴承、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可移动式救生舱、永久

性避难硐室、中央空调、电梯、水泥、砖、食用农产品（粮

食）、会务服务、拓展训练（不含高危体育项目）、煤炭洗

选（以上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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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皇城相府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晓拴 6,037.40 23.22% 

2 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民委员会 19,962.60 76.78% 

合计 26,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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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对方主营业务 

皇城相府集团是一家涵盖煤炭、旅游、药业、房地产、酒业等业务的集团企

业。煤炭业务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4、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皇城相府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向公司推

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四）重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宇航汽车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山西皇城相府宇航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2,500.0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设立时间： 1998 年 3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 胡国胜 

注册地址：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唐槐路 10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1007010050828 

经营范围： 

客车、交通管理标志及设施、工程机械、配套设备的制造、销售；

车辆更新;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配件、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五金

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材、装潢材料、金属材料(除贵

稀金属)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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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情况 

宇航汽车前身是山西宇星客车有限公司，宇星客车创建于 1952 年，是交通

部指定的山西省唯一一家客车生产企业。2012 年底，皇城相府集团兼并重组了

山西宇星客车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山西皇城相府宇航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宇航汽车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8 

 

 

4、主营业务概况 

宇航汽车从事客车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新能源客车和传

统客车，终端用户主要为各地公交公司和客运公司。宇航汽车主要产品包括：纯

电动客车、传统客车、混合动力客车和轻型客车四大类。近两年，宇航汽车共有

49 款进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的车型。其中，新能源客

车共 40 款，其中有 16 款车型列入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变更重组标的后的交易对方所持重组标的股权清

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变更后的重组标的合法存续，主营业务

明确。 

（五）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及工作进展情况 

为推进本次重组项目顺利开展，公司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成

律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中介机构并均已签署相关服务协议及保密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将严格按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有

序推进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目前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及评估等

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公司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公司已积极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

法律顾问进场工作，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等工作；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皇城相府集团 

宇航汽车 

皇城村委会 陈晓拴 

76.78% 23.22% 

100.00% 



 9 

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进展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披露信息真实、准确。 

四、风险提示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的信息披露，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