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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18-075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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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 本次监事会共一项议案，经审议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1：00

在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韩存在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对提交本次会议的收购控股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购买宁夏恒力盛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房地产）持有的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辉公司）20.6951%股权，双方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在银川市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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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华辉公司 60.2130%股权，盛泰房地产持有华辉公司 20.6951%股权、

盛泰房地产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中能）三级控股子公司（2018 年 9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根据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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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的相关规定，盛泰房地产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盛泰房地产之间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盛泰房地产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辉公司 20.6951%股权、盛泰房地产为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中能三级控股子公司（2018 年 9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盛泰房地产为公司关联方。 

2、盛泰房地产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石嘴山市惠农区规划路南、静宁街东 

办公地址： 石嘴山市惠农区规划路南、静宁街东 

法定代表人： 冯金泽 

注册资本： 9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 年 1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200694329678G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叁级）；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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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盛泰房地产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1,968.88 

净资产 8,318.93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205.52 

净利润 -1,186.38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公司以 3,843.00 万元收购盛泰房地产持有的华辉公司 3,500 万股股份，占华

辉公司总股本 20.6951%。 

（2）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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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辉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 A（座）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888 号恒泰商务大厦 17 楼 

法定代表人： 赵丽莉 

注册资本： 16,912.244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2 年 6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0006249012888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各种规格、类型和性能的活性炭及制品；煤

制品、过滤材料及其它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生产、销售增碳剂和各种包装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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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60.2130 

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6951 

宁夏电投银川热电有限公司 2.0037 

52 个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17.0882 

合计 100.0000 

（3）华辉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3,699.52 33,921.79 

净资产 17,199.36 17,622.50 

 2017 年 1-12 月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8,945.81 9,119.79 

净利润 386.00 442.13 

注：华辉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依据 

交易价格经公司与盛泰房地产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为：以华辉

公司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上浮 8%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

据，即 1.098 元/股。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盛泰房地产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在银川市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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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金泽  

受让方：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小平             

1、标的股份及其转让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在本协议签署之时合法持有的目标

公司 3,500 万股（大写：叁仟伍佰万股）股份及与之相应的股东权益转让给受让

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等标的股份。 

2、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双方协商确定，以目标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上

浮 8%作为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定价依据，即 1.098 元/股，合计总价为 3843.00

万元（大写：叁仟捌佰肆拾叁万元整）。 

（2）双方同意，前述标的股份转让交割日为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后股东

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 

（3）标的股份转让交割日后 10 日内，受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全

部股份转让款。 

3、转让方的申明、保证与承诺 

（1）转让方保证标的股份系由转让方合法持有，转让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全、

合法的处分权，标的股份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或者其他足以影响本次标的股份

转让的担保，且标的股份亦不存在任何司法查封、冻结情形，不存在因本次股分

转让使受让方受到其他方的指控、追索或遭受其他实质性损害的情形。 

（2）转让方保证其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向受让方提供的关于目标公司和标的股

份的相关财务信息是真实全面的，否则转让方将无条件承担因违反本承诺引起的

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3）转让方的声明、保证与承诺在本协议规定的股权转让行为完成后将继续

有效。 

4、受让方的申明、保证与承诺 

（1）受让方确认其具有受让标的股份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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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方保证其向转让方支付标的股份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合法，并承诺依

照本协议的规定按时向转让方支付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 

（3）受让方将与转让方积极配合，依法共同妥善办理标的股份转让所需的各

项手续。 

5、违约责任 

（1）受让方迟延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每日应向转让方支付拖欠款项

0.1％的滞纳金，迟延超过 30 日的，转让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转让方迟

延配合受让方完成标的股份变更登记的，每日应向受让方支付标的股份价款

0.1％的滞纳金，迟延超过 30 日，受让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和

条件或者由于本协议一方向另一方所做声明、保证和承诺有不完整、不真实、不

准确，造成对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予以催告要求改正，严重违约或者经催告后

拒绝改正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若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本协议总

价款 1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能覆盖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的，守约方有权就不

足部分继续向违约方索赔； 

（4）因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或者导致对方利益受损

时，对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索赔等费用、开支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评估费等合理费用）要求违约方作出

赔偿； 

（5）因一方违反保密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6、有关的税费 

在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转让标的股权有关的税、费，

由本协议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

担。 

7、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成立，并

于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经转让方决策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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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及本协议经受让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 

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竭力配合完成或促使完成上述条件，任何一方不得

从事任何妨碍或限制本条所规定条件满足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华辉公司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随

着国内环境治理要求的提高，对活性炭产品的需求将会有所增加，鉴于对华辉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决定购买盛泰房地产持有的华辉公司 20.6951%股

权，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良影响。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表决通过。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