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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道机公司与山推机械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推道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机公司”）由于历史原因，

与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推机械”）存在部分交叉资产，位于山东省济

宁市德源路东崇文大道南（土地证号为济宁国用（2009）第 0812090015 号）的地上重

装叉车及结构件联合厂房所有权归山推机械所有，厂房所占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归道机

公司所有。 

由于资产的交叉阻碍了双方资产盘活，无法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为优化整合资

产权属，盘活资产，加快公司与山推机械往来款的回收。道机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收

购山推机械持有的重装叉车及结构件联合厂房和其配套工程、机器设备等资产（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参考评估价值 3,854.56 万元，通过协商以 3,655.34 万元人民币

作为目标资产转让价格。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道机公司与山推机械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刘会胜、江奎、申

传东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表示同意。此项交易已取得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10.2.10 和 10.2.11的规定，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计算超过了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济宁市开发区山推科技大厦（吴泰闸路 7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秀文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7080072327040X0 

经营范围：起重运输机械，工程机械主机及配件、工程机械用电子、电气产品、

桩工机械、矿山机械主机及配件、钢丝增强液压橡胶软管组合间的开发。 

控股股东：山东重工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财务状况 

经审计，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98,777.7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14,495.70万元。2017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44,806.0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7,108.74万元。 

3、关联关系 

山推机械是山东重工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重工投资有限公司为山东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山推机械与本公司关系为同受山东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山推机械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资信情况 

山推机械现为失信被执行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立案时间 案号 

1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5 日 (2018)鲁 0891 执 392 号 

2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4 日 (2017)鲁 0891 执 1141 号 

3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 (2017)鲁 0891 执 1105 号 

4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 (2017)鲁 0891 执 1106 号 

5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22 日 (2017)鲁 1521 执恢 144号 

6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5 日 (2017)鲁 0891 执 141 号 

7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6 年 10月 24 日 (2016)鲁 0891 执 1487 号 



序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立案时间 案号 

8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6 年 10月 8 日 (2016)皖 0191 执 1615 号 

9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7 日 (2016)浙 0281 执 1158 号 

10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建设机械分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 (2017)鲁 0891 执 1106 号 

11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建设机械分公司 2016 年 10月 24 日 (2016)鲁 0891 执 1487 号 

12 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建设机械分公司 2016 年 10月 8 日 (2016)皖 0191 执 1615 号 

因本次道机公司与山推机械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没有正在进行的任何以标的的诉讼，且双方同意在办理并签署

资产实物交割文书和手续后，以“抵账”方式支付资产转让款，因此对本次交易无影

响。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收购资产情况：交易标的资产主要包括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建筑物为重装叉车

及结构件联合厂房和其配套的厂区道路，机器设备为厂房内配备的行车、冷干机和四

柱液压机。具体如下： 

（1）重装叉车及结构件联合厂房 

厂房建成于 2012 年，建筑竣工测量面积为 21798.94 ㎡，厂房为门式钢架结构，

跨度为 24 米，共 6 跨，柱距 7.5 米，厂房长度 150 米，最大吊车吨位 32 吨，轨顶标

高 9.0 米（最北一跨为 14.5 米），檐口高度为 15.95 米，厂房层数为 1 层。厂房基础

为独立基础，屋面和墙面均采用双层镀铝锌钢板加保温棉，塑钢门窗，耐磨地面，水

电暖配套齐全。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房产未办理权属证书，且其所占基地的土地使

用权归道机公司所有。 

（2）园区道路 

园区道路为砼地面，分两种规格，分为宽 10 米以上的和宽 6-9 米的，宽 10 米以

上的施工标准较宽 6-9米的高。园区道路现正常使用，无明显破损，路面完好。 

（3）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共 16 台，包括冷干机 1 台、双梁轨式行车 5 台、电动单梁起重机 9 台、

四柱液压机 1 台。上述设备均位于本次交易标的的联合厂房内。设备均正常使用，维

护保养良好。 

上述标的资产权属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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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2、山推机械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正源和信”）对该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鲁正信评报字（2018）第 0101 号评

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4 月 30 日，评估方法为重置成本法。标的资产的评估

价值为 3,854.56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3,660.72 万元，账面净值 2,937.82

万元，评估原值 3,814.00 万元，评估净值 3,241.90 万元，评估价值 3,598.51 万元，

原值增值 153.28万元，净值增值 660.69万元，原值增值率 4.19%，净值增值率 22.49%；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评估原值为 76.74 万元，评估净值为 49.88 万元，评估价值为

55.37 万元，原值增值 76.74 万元，净值增值 55.37 万元；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216.04

万元，账面净值 96.45 万元，评估原值 247.66 万元，评估净值 171.53 万元，评估价

值为 200.68万元，原值增值 31.62 万元，净值增值 104.23万元，原值增值率 14.64%，

净值增值率 108.06%。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元 

名 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原值 评估价值 

房屋建筑物 36,607,154.37 29,378,154.14 38,140,000.00 35,985,100.00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767,400.00 553,680.00 

机器设备  2,160,394.43      964,530.51  2,476,590.00 2,006,849.00 

合 计 38,767,548.80 30,342,684.65 41,383,990.00 38,545,629.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政策以正源和信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的净值为基准，根据《财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规定，考虑产权变动环

节增值税税率变化的因素，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6,553,393.98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道机公司和山推机械一致确认以正源和信对目标资产的评估结论作为确定本次

资产交易价格的确定依据。根据前述资产评估结果，双方一致同意，以 3,655.34万元

人民币作为目标资产转让价格。 

2、道机公司和山推机械一致同意，以“抵账”方式支付资产转让款：因山推机械

拖欠公司其他款项，山推机械用在道机公司的债权来抵偿山推机械欠公司的债务，具

体抵账事宜由山推机械、道机公司与本公司三方在目标资产交割完毕后 3 个工作日内



另行共同签署《转账抵账协议》，三方财务部门办理相关转账抵账手续。 

3、交易的前提条件 

满足下列条件时，目标资产即可在交割日期内合法交割： 

（1）道机公司和山推机械就本协议所述的资产转让行为获得内部和审批机关的批

准。 

（2）道机公司和山推机械双方确认，本条上款所述条件，均应在本协议签署日（包

括签署日）开始后的 60个工作日内满足。 

（3）如本条所述的所有条件在本条上款所述的期间内仍未能得到全部满足时，本

协议无效，本次交易停止。 

4、交割日期 

自本协议约定的交易前提条件满足日（具体以双方内部和审批机关批准之日为准）

开始的 20个工作日内。 

5、道机公司和山推机械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道机公司和山推机械双方授权代

表签字及加盖双方公章并经上级决策机构批准后生效。 

6、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任何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缴纳。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道机公司收购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与山推机械交叉的资产，解决了双方的历史遗留

问题，实现资产权属统一，便于资产的管理与处置。不但可以使道机公司实现房地合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较大的经营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年初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与山推机械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48.65万元，为公司租赁山推机械土地的租赁费。 

2018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与同属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16,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8-035 的“关于增加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道机公司与山推机械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的议案》及其相关资料，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道机公司收购山推机械持有的重装叉

车及结构件联合厂房和其配套工程、机器设备等资产，是为了优化整合资产权属，盘

活资产，实现资产权属统一，便于资产的管理与处置，符合公司利益最大化，且交易

价格为经正源和信评估的评估值，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所

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

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和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在此基础上，我们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道机公司与山推机械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的资

产评估情况及结果进行了认真核查，依照独立判断，就本次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

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等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1、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山东省国资委关于调整改进中介机构

选聘工作的通知》（鲁国资董监字﹝2015﹞2 号）以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建

立中介机构备选库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综合考察评估机构的资质条件、执业质量

及信誉后，山推机械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正源和信对山推机械持

有的重装叉车及结构件联合厂房和其配套工程、机器设备等资产进行评估，并签署了

相关协议，公司同意正源和信作为该次增资事项的评估机构，我们认为选聘程序合法

合规。正源和信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胜任本次评估工作的能

力。 

2、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正源和信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评估服务业务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

易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和冲突，具

备独立性。 

3、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正源和信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

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执行，遵循了

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4、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山推机械持有的重装叉车

及结构件联合厂房和其配套工程、机器设备等资产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

价值为 3,854.56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3,660.72 万元，账面净值 2,937.82

万元，评估原值 3,814.00 万元，评估净值 3,241.90 万元，评估价值 3,598.51 万元，

原值增值 153.28万元，净值增值 660.69万元，原值增值率 4.19%，净值增值率 22.49%；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评估原值为 76.74 万元，评估净值为 49.88 万元，评估价值为

55.37 万元，原值增值 76.74 万元，净值增值 55.37 万元；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216.04

万元，账面净值 96.45 万元，评估原值 247.66 万元，评估净值 171.53 万元，评估价

值为 200.68万元，原值增值 31.62 万元，净值增值 104.23万元，原值增值率 14.64%，

净值增值率 108.06%。得出的资产评估价值客观、公正反映了山推机械持有的重装叉车

及结构件联合厂房和其配套工程、机器设备等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实

际情况，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评估事项中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所选聘评估机

构胜任所承担的评估工作；评估机构独立、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评估结论

合理。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资产转让协议； 

4、鲁正信评报字（2018）第 0101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