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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CIMC】2018-060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暨放弃权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其

子公司合称“本集团”）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南方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中集”）、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物流”）及非全资控股

子公司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天达”）、中集安瑞科（荆门）

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安瑞科”）（合称“增资方”）拟对本公司的全资

控股子公司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进行增资，合计出资人民币

649,464,307.58 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财务公司拟将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20,000,000.00 元，增资款项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财务公司的资本公积。 

2018 年 7 月 20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财务公司进行本次增资，并同意本公司放弃行

使优先认缴出资权。同日，本公司与南方中集、中集天达、中集安瑞科以及中集物流签

订了《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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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公司的基本情况  

1、财务公司概述 

公司名称： 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2 月 9 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 1166 号招商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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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1#楼 11 层 ABCDEGH 单元 

注册资本： 折合人民币 5 亿元（含 100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对本集团成员企业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

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本集团成员企业实

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本

集团成员企业提供担保；办理本集团成员企业之间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本集团成员企业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本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内部转

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本集团

成员企业的存款；对本集团成员企业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本集团成员企业的企

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

本集团成员企业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

租赁。 

股权结构：  在本次增资前，本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100%股份，其

为本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经本公司合理查询，财务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人、亦非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2、财务公司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经审计） 

2016 年 

（经审计） 

2017 年 

（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0,027,611.76 137,365,608.40 149,166,877.05 103,662,527.49 

税前利润 65,932,327.54 75,128,186.75 110,833,807.56 55,866,234.09 

净利润 49,242,950.34 56,162,216.57 82,939,364.53 41,899,662.42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909,938,044.84 7,825,430,559.63 8,192,303,216.93 7,414,923,862.56 

总负债 5,205,775,205.20 7,088,376,294.65 7,384,783,499.40 6,598,787,008.96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704,162,839.64 737,054,264.98 807,519,717.53 816,136,853.60 

三、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1、南方中集概述 

公司名称： 深圳南方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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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5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港湾大道 2 号中集研发中心

1 楼 109A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769.87 万元 

主营业务： 制造、修理集装箱，加工制造各类相关机械零部件、

结构件和设备；产品 100%外销；公路、港口新型特

种机械设备设计与制造；集装箱堆存业务（不含危

险物品）。 

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南方中集 100%股份，其

为本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2、中集天达概述 

公司名称： 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独资） 

成立日期：  1992 年 7 月 18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四路四号 

注册资本： 135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生产经营各种机场和港口用机电设备产品、一般机

械产品、金属结构件、自动化停车系统及设备、自

动物流仓储系统及设备、机场专用设备（如航空食

品车、自行式飞机除冰车、防冰车，集装箱、集装

板装载机，撒布车，除雪车，摩擦系数测试车等等）；

自产产品和代理产品的安装和售后服务；从事停车

场的经营管理服务（由分公司凭许可证经营）；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不包括分销）。 

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中集天达为本公司的非全资控股子

公司。德利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 70%股份，万盛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份。 

3、中集安瑞科概述 

公司名称： 中集安瑞科（荆门）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 5000 万港币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中集安瑞科为本公司的非全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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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安瑞科集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份。 

4、中集物流概述 

公司名称： 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C 座二层 213-01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49,226,700 元      

主营业务： 国际货运代理（海上、航空、陆运）；国内货运代理；

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际有专营专项规

定的按规定办理）；国内水路运输；国内沿海普通货

船机务、海务管理，船舶买卖、租赁；船舶管理服

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报检

业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际船舶代理；集装箱销

售、修理、清洗、装拆服务；物流包装器具销售、

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仓库、堆场、汽车及机械设

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物业管理；货物打包、装

卸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

保鲜）；木材、五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产

品、电子元件、棉花、纺织制品批发兼零售；软件

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销售；商务信

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财务

（不含融资及代客理财业务）、税务信息咨询；人力

资源服务（凭许可证开展经济活动）；安全技术咨询。 

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中集物流 100%股份，其

为本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经本公司合理查询，南方中集、中集天达、中集安瑞科以及中集物流均非失信

责任主体人、亦非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本公司、南方中集、中集天达、中集安瑞科以及中集物流 

2、签订时间：2018 年 7 月 20 日 

3、交易标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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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增资前的注册资本折合人民币 500,000,000.00 元（含 1000 万美元）。 

财务公司增资前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股权比例 股东权益 

本公司 现金 
500,000,000.00（含

1000 万美元） 
100% 773,171,794.73 

4、增资方式： 

南方中集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99,990,656.36 元 , 中集天达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49,995,328.18 元，中集安瑞科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99,739,161.52 元，中集物流以货币出

资人民币 99,739,161.52 元，作为对财务公司的增资。增资入股价格以财务公司增资前

股东权益 773,171,794.73元与注册资本 500,000,000.00元之比确定，每股价格约为 1.5463

元人民币（以实际总额计算为准）。 

5、增资付款： 

增资款项由增资方于深圳银监局批准本次增资后的 90 个工作日内，将全额资金一次

性汇入财务公司相应账户。但中集天达须在其控股股东-中集天达控股有限公司的独立

股东在中集天达控股有限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上，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通过所需决议案批准《增资协议》及据此所涉交易后，方能执行《增资协议》。中

集天达于《增资协议》及据此所涉交易获中集天达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股东批准后 10 个

工作日内或深圳银监局批准本次增资后的 90 个工作日内（以较后者为准），将全额资金

一次性汇入财务公司相应账户。本条中的独立股东指不包括本公司（中集天达控股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团体及该等于《增资协议》所涉交易拥有权益的中集天

达控股有限公司股东。 

财务公司将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20,000,000.00 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折合人民币

920,000,000.00 元（含 1000 万美元）。各方同意，增资方应向财务公司缴付的增资款项

中，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财务公司的资本公积。 

4、财务公司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本公司 现金 54.35% 5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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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集 现金 21.09% 194,000,000.00  

中集天达 现金 10.54% 97,000,000.00  

中集安瑞科 现金 7.01% 64,500,000.00  

中集物流 现金 7.01% 64,500,000.00  

3、承诺与保证： 

本公司同意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接受其他各方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协议内容对财务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协议各方承诺在协

议签定后尽快签署相关文件，提供相关资料，全力协助财务公司完成监管部门对本次增

资的批准、财务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增资完成情况报告等手续。 

五、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召开 2018 年度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现有董事八人，参加表决董事八人，

同意票 8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相关信息可查阅

本公司 2018 年 7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上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〇一八年度第十次会议的决议公告》（公告编号：【CIMC】

2018-059）。 

2、董事会对本公司在本次增资中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意见： 

本次增资的增资方均为本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后，财务公司仍为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本公司在本次增资中放

弃优先认缴出资权，未导致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本

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落实本集团“制造+服务+金融”的战略方针，向本集团内部

主要产业板块募集资金，更好地实现产融结合，有助于实现本集团的整体战略目标。本

公司在本次增资中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是综合考虑了本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规划和财务

公司的经营现状而做出的谨慎决策，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增资对价由《增资协议》各方在参考（其中包括）财务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净值的基础上，经公平磋商后确定。本次增资的协议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集

团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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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增资中，如本公司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并维持 100 %的股权比例不变，则

本公司需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6.5 亿元。结合财务公司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过往业绩以

及本集团的整体战略目标，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放弃对财务公司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公司放弃对财务公司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会对本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董事会对公司放弃财务公司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增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充实财务公司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有助于扩大财务公司

资产规模和提升服务能力，加大产业链金融资源投入，促进本集团产品销售，进一步深

化产融结合，为本集团各产业板块发展创造价值；同时，将进一步吸引新出资人在财务

公司办理金融业务，进而提升本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本次增资完成后，财务公司仍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不会导致本公司失

去对财务公司的控制权，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