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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18-039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债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

年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11月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公开挂牌

方式转让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鱼岩公司”）51%股权暨债

权的议案。 

公司拟在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丰鱼岩公司51%

股权暨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债权。挂牌价格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18）第289号《资产评估报告》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8]第5-00397号《审计报告》为依据，首

次挂牌价格为9,385.31万元（因丰鱼岩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负数，首次挂牌价

格为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持丰鱼岩公司的债权账面价值），挂

牌底价为首次挂牌价格的81%（7,602.1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丰鱼岩公司51%股权暨债权发表

了独立意见，均同意该事项。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依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号）

的规定，公司本次转让持有的丰鱼岩股权暨债权事宜已报桂林市国资委审批，并

经桂林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 

如挂牌价格低于首次挂牌价格 9,385.31 万元的 90%，尚需报桂林市国资委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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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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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挂牌进展情况

及时进行公告。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公司持有的丰鱼岩公司 51%股权暨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债权。 

 

（二）丰鱼岩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荔浦县龙怀乡丰鱼岩 

4、注册资本：2,6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陈泽华 

6、成立日期：1995年 2月 15日 

7、主营业务：主要经营丰鱼岩宾馆和丰鱼岩岩洞游览服务。 

8、主要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326 51 

荔浦持股会 1,274 49 

合  计 2,600 100 

9、丰鱼岩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根据丰鱼岩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丰鱼岩公司股东荔

浦持股会同意本公司转让持有的丰鱼岩公司 51%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丰鱼岩公司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丰鱼岩公司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丰鱼岩公司存在的诉讼或仲裁事项见本公告“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六）

丰鱼岩公司审计、评估情况 2、京信评报字（2018）第289号《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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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丰鱼岩公司财务状况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丰鱼岩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字【2018】

第 5—00397号《审计报告》。丰鱼岩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8,825.44 43,427.45 

应收账款 466,750.42 446,496.24 

预付款项 3,471.24 1,640.16 

其他应收款 10,710,232.99 10,708,295.85 

存货 103,215.03 97,728.11 

其他流动资产 94,831.55 112,170.59 

流动资产合计 11,477,326.67 11,409,758.40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56,366,297.56 57,728,280.35 

在建工程  28,256.00 

无形资产 7,455,182.17 7,606,666.51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821,479.73 65,363,202.86 

资产总计 75,298,806.40 76,772,961.26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870,263.01 3,255,203.31 

预收款项 12,177.00 12,327.00 

应付职工薪酬 202,942.31 888,572.46 

应交税费 4,703.55 5,345.41 

应付股利 472,094.12 472,094.12 

其他应付款 93,830,928.88 89,212,151.87 

流动负债合计 96,393,108.87 93,845,694.17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146,875.00 148,75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6,875.00 148,750.00 

负债合计 96,539,983.87 93,994,444.17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6,000,000.00 26,000,000.00 

盈余公积 3,033,540.58 3,033,540.58 

未分配利润 -50,274,718.05 -46,255,023.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241,177.47 -17,221,482.9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241,177.47 -17,221,482.9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5,298,806.40 76,772,9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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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并 利 润 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一、营业收入 3,076,086.17 6,446,052.00 

减：营业成本 3,609,297.59 6,944,579.59 

税金及附加 4,628.28 12,124.23 

销售费用 140,054.87 302,652.17 

管理费用 1,710,573.04 4,359,000.97 

财务费用 1,660,778.22 3,157,760.61 

资产减值损失 1,429.23 122,156.9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18,480.50 1,25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4,032,194.56 -8,450,972.51 

加：营业外收入 12,500.00 15,900.00 

减：营业外支出  37.98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填列） -4,019,694.56 -8,435,110.49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4,019,694.56 -8,435,110.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填 列） -4,019,694.56 -8,435,110.49 

五、综合收益总额 -4,019,694.56 -8,435,110.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019,694.56 -8,435,1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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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103,694.98 6,831,556.9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58,077.35 1,944,667.1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261,772.33 8,776,224.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90,701.34 2,659,373.4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231,800.32 5,366,630.0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6,418.63 187,211.7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38,856.67 591,432.2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67,776.96 8,804,64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3,995.37 -28,423.4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38,597.38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38,597.38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8,597.38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397.99 -28,423.43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427.45 71,850.8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8,825.44 43,4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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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丰鱼岩公司审计、评估情况 

1、大信审字[2018]第5-00397号《审计报告》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丰鱼岩公司2015年末至2018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及2015年度至2018年1-6月

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字[2018]第5-00397号《审计报告》。 

经审计，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对丰鱼岩公司的债权账面

价值为9,385.31万元（其中：本公司债权为7,939.83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桂林

荔浦银子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为1,435.74万元，公司独资子公司桂林旅游汽

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为9.74万元）。 

 

2、京信评报字（2018）第289号《资产评估报告》 

（1）评估结果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丰鱼岩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京信评报字（2018）第 289

号《资产评估报告》。 

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评估值为 9,338.54 万元，负债总

额评估值为 9,639.31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300.77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较账

面净资产增值 1,518.78 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摘录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222.64 1,222.58 -0.06 - 

2 非流动资产 6,611.81 8,115.96 1,504.15 22.75 

3 长期股权投资 2,510.00 2,332.49 -177.51 -7.07 

4 固定资产 3,756.43 4,113.92 357.49 9.52 

5 无形资产 345.38 1,669.55 1,324.17 383.40 

6 资产总计 7,834.45 9,338.54 1,504.09 19.20 

7 流动负债 9,639.31 9,639.31 -   

8 非流动负债 14.69 - -14.69     -100.00 

9 负债合计 9,654.00 9,639.31 -14.69  -0.15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819.55 -300.77 1,518.78 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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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①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部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评估是在假设未办证

房屋其产权属被评估单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被评估单位测量并申报的未办证房屋

面积为6,182.50平方米。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若取得房屋权证且证载建筑面积与

申报建筑面积不一致，应以证载建筑面积对评估结果作出调整。 

② 2017年3月27日，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收到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起诉该公司及荔浦县财政局、广西水利电

业集团有限公司荔浦供电分公司的起诉书。起诉书请求法院判决立即偿还借款本

金人民币80万元；借款利息人民币231,677.08元（自1997年5月13日暂计算至2016

年11月30日，以后利息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 

据了解，1997年5月13日，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荔

浦支行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130万元，借款月利率9.24‰，借款期

限为1997年5月13日至1998年5月13日，并由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荔浦供电

分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荔浦县财政局占用资金导致债务无法清偿，荔浦县

财政局于1999年3月11日向中国银行荔浦支行出具偿还借款本息承诺。2000年7 

月6日，中国银行荔浦支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评估报告出具日止，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本次评估，我们未考虑此诉讼事项可能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③ 2012年12月11日，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与彭友爱签订《关

于荔浦丰鱼岩万盛假日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的意向书》，约定在万盛假日

酒店有限公司成立后，丰鱼岩公司受让彭友爱持有的万盛假日酒店有限公司100%

股权，以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万盛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股权转让成

交价。彭友爱拟将持有荔浦丰鱼岩景区的荔国用（2003）字第Cb03044号、荔国

用（2003）字第Cb03275号、荔国用（2002）字第Cc02159号地块的使用权（土地

使用权总面积为7,872.68平米）及桂房权证荔字第20037188号房屋的所有权（建

筑总面积为7,968.98平米），注册成立荔浦丰鱼岩万盛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暂定

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最终确定名称为准）。在意向书签署后，桂林荔浦丰鱼岩旅

游有限责任公司向彭友爱支付股权受让定金人民币100万元，定金可抵做丰鱼岩

公司向彭友爱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述土地、房产已经为桂林智仁食品工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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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为确保土地、房

屋不存在权利瑕疵以及有效推进股权转让，借款人民币800万元给彭友爱，专项

归还银行借款，该借款可直接冲抵股权转让款，如果彭友爱届时拒绝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书，应在拒绝之日起30日内将借款归还给丰鱼岩公司。彭友爱作为保证，

将上述土地使用证以及房产证移交丰鱼岩公司持有和保管，丰鱼岩公司可无偿使

用上述资产；另外，彭友爱向丰鱼岩公司借款43 万元用于丰鱼岩公司收购股权

的前期费用。截止本评估报告出具日，万盛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尚未成立，相关资

产评估工作未进行。丰鱼岩公司支付彭友爱款项总计为943万元皆已在其他应收

款科目挂账，且已按6%计提坏账损失56.58万元。此次评估，我们对该项其他应

收款按账面净值保留，但我们无法保证股权收购能够实现或者所借款项能够收回。 

④2013年11月12日胡秀平支付3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定金，作为第一期股权转

款。2013年12月12日，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与胡秀平签订《股权转

让合同书》，约定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将持有的广西荔浦米堤

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胡秀平，丰鱼岩公司和胡秀平以共同认可的具有合法资

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广西荔浦米堤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资产评估

价值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以395万元转让股权。2013年12月31日收回股权转

让款30万元，2014年1月28日收回股权转让款30万元，2014年3月28日收回股权转

让款110万元，2014年6月30日收回股权转让款10万元，2016年6月29日收回股权

转让款0.30万元，2016年12月30日收回股权转让款0.30万元，合计收回股权转让

款210.6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184.40万元，对方以没钱无法支付为由未支付。

丰鱼岩公司已按6%计提坏账损失11.064万元。评估基准日剩余股权转让款项未来

年度是否能顺利收回及可收回金额目前尚无法合理确定，按审计后的账面值保留。 

 

（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3）净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主要原因：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之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 1,518.78 万元，

增值率为 83.47%，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①设备评估原值减值 3,581,101.77 元，减幅为 21.04%；设备评估净值增值

1,116,185.46元，增幅为 24.91%。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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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设备价格波动及部分设备损坏导致设备评估原值减值。 

B、部分设备虽超过经济寿命年限，但仍能继续使用，造成丰鱼岩公司执行

的设备折旧年限、设备的经济使用寿命年限不一致，致使设备综合成新率有较大

提高，导致设备评估净值增值。 

②房屋建（构）筑物评估增值 2,458,737.51元，增幅为 7.43 %。增值原因

为近期材料、人工价格上涨及充分考虑了完整的前期费用。 

③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13,240,514.17 元，增幅为 482.36 %。主要是由于

近期土地出让价格上涨所致。 

④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减值 1,775,083.78元，减幅为 7.07 %。截止评估基准

日，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和账面值均为 25,100,000.00 元，而被投资企业

-桂林温泉山庄旅游贸易有限公司已多年未经营，近年持续亏损，净资产逐年减

少，截止评估基准日，审计后净资产为 22,054,359.26 元，评估值为

23,324,916.22 元，评估增值 1,270,556.96 元（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评估增

值），但仍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 

 

（七）公司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丰鱼岩公司51%股权暨公司（含

下属子公司）持有的丰鱼岩公司债权，丰鱼岩公司的其他债权由转让后的标的

公司继续承接。 

 

（八）公司不存在为丰鱼岩公司提供担保、委托丰鱼岩公司理财的情况。 

 

（九）丰鱼岩公司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桂林荔浦银子岩旅游有

限公司、独资子公司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所持丰鱼岩公司的债权合计数

为9,385.31万元，公司拟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上述丰鱼岩公司债权。 

 

（十）本次转让公司持有的丰鱼岩公司 51%股权暨债权完成后，公司将不再

持有丰鱼岩公司股权，丰鱼岩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丰鱼岩公司51%股权暨债权，交易对手尚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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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尚未签署合同及协议。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丰鱼岩公司51%股权暨本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持有的丰鱼岩公司债权需一

并受让，不能分别或单一受让。 

受让方需承诺丰鱼岩公司与员工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8】第 5-00397

号《审计报告》，丰鱼岩公司 2015 年度至 2018 年 1-6 月净利润分别为-796.61

万元、-1,465.74万元、-843.51万元、-401.97万元，已累计亏损 3,507.83万

元，且净资产已为负数。公司转让持有的丰鱼岩公司 51%股权暨本公司（含下属

子公司）持有的丰鱼岩公司债权有利于盘活公司资金，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为公

司做大、做强、做优奠定基础。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丰鱼岩公司股权，丰鱼岩公司将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测算，公司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丰鱼岩公

司 51%股权暨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所持丰鱼岩公司债权，若以首次挂牌价格

9,385.31 万元成交，公司于成交当年将可新增净利润约 1,345 万元；若以首次

挂牌价格的 90%（8,446.78 万元）成交，公司于成交当年将新增净利润约 406

万元；若以挂牌底价（首次挂牌价格的 81%，即 7,602.10 万元）成交，公司于

成交当年将减少净利润约 438 万元。 

 

七、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在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丰鱼

岩公司 51%股权暨债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丰鱼岩公司 51%股权暨公司（含下属子公

司）所持丰鱼岩公司债权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盘活资金，优化公司

资产结构，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2、本次挂牌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及资产评

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公开、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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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转让丰鱼岩公司 51%股权暨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所持丰鱼岩公司

债权的决策及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在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桂林荔浦丰鱼岩

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暨债权，首次挂牌价格为 9,385.31 万元，挂牌底价

为首次挂牌价格的 81%（7,602.10 万元）。 

 

八、备查文件 

1、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2、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字【2018】第 5-00397 号《审计报告》； 

4、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18）第 289

号《资产评估报告》； 

5、桂林市国资委关于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及债权转让有

关事项的批复； 

6、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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