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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编号：2019—004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合肥江淮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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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股权需通过公开摘牌受让方式进行，能否成功摘牌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尚存

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拓展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品在中东部地区(特别是华

东地区)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强公司发动机产品在四缸机行业的市场话语权，提升公司

总体盈利能力，公司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现金收购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淮汽车”)下属子公司合肥江淮朝柴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朝柴”）100%

股权，交易价格不超过 8,697.60 万元人民币。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全权办理本次公

开摘牌、签订相关协议等事宜。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月 8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通过公开

摘牌方式收购合肥江淮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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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 

法定代表人：安进 

注册资本：189331.2117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117750489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汽车底盘、齿轮箱、汽车零部件开发、制造、销售；汽

车（含小轿车）开发、制造、销售；工装、模具、夹具开发、制造、销售；新技术开发，

新产品研制；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进出口及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土地、房屋、设备、汽

车租赁。 

主要股东：江淮汽车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4.86%，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他：经公司核查，江淮汽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司主要客户，与公司存在债

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公司前 10 名股东除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内集团”）外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云内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仅存在业务关系。 

（2）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名    称：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朝柴”）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黄河路三段 51 号 

法定代表人：曹晓峰 

注册资本：267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3025841883765 

经营范围：发动机及配件、普通机械配件制造及销售；发动机系列产品研发及汽车

发动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投资管理；普通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五金工具、化工

产品（不含监控、易制毒、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及制品、铸造原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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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劳保用品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主要股东：上海钰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42.70%，上海智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持

股 24.72%，东风朝阳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2.47%，上海方缘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11%。 

其他：经公司核查，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

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名称：江淮朝柴 100%股权 

（2）类别：股权投资 

（3）权属：本次交易资产不存在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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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在地：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2、江淮朝柴的基本情况 

名    称：合肥江淮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明 

注册资本：10800 万元 

经营范围：柴油机装配、销售；柴油机配件销售及售后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10,844.42 9,228.69 

负债总额 3,284.26 2,402.79 

净资产 7,560.16 6,825.90 

项目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1-9 月 

（未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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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6,541.34 208.30 

利润总额 -699.40 -89.86 

净利润 -699.40 -89.86 

3、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20227 号），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持续经

营前提下，江淮朝柴经审计后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10,116.3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00.39 万

元，净资产为 7,115.93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江淮朝柴资产总额为 11,636.2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38.68 万

元，净资产为 8,697.60 万元，净资产增值为 1,581.67 万元，增值率 22.23%。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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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9.78  6,660.25  110.47  1.69  

2 非流动资产 3,566.54  4,976.03  1,409.49  39.52  

3 其中：固定资产 3,290.34  4,196.68  906.34  27.55  

4 无形资产 276.20  779.35  503.15  182.17  

5 资产总额 10,116.32  11,636.28  1,519.96  15.02  

6 流动负债 2,938.68  2,938.68      

7 非流动负债 61.71    -61.71  -100.00  

8 负债总额 3,000.39  2,938.68  -61.71  -2.06  

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115.93  8,697.60  1,581.67  22.23  

4、江淮朝柴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 50.00 

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5,400.00 50.00 

合计 10,800.00 100.00 

5、其他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淮朝柴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江淮朝柴提供

担保、财务资助、委托江淮朝柴理财的情况，江淮朝柴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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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江淮朝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挂牌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 

江淮朝柴 100%股权挂牌底价为 8,697.60 万元人民币。 

2、定价原则及依据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20227

号），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江淮朝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8,697.60 万元人民币。交易对方江淮汽车和东风朝柴通过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

让江淮朝柴 100%股权，标的资产挂牌底价为 8,697.60 万元人民币。 

3、交易方式及交易合同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及相关授权向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产权受让申请，并在

取得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书面资格确认意见后，与交易对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公司将根据本次公开摘牌收购股权的进展情况，依照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和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也不涉及

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拓展公司产品在中东部地区（特别是华东地区）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强公司发

动机产品在四缸机行业的市场话语权，提升公司总体盈利能力，公司拟公开摘牌收购江

淮朝柴 10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淮朝柴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可以利用江淮朝柴与

江淮汽车距离近的优势向华东地区主机厂（江淮汽车）供应发动机，减少物流成本从而

提升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志着云内动力正式踏入华东市场，公司可以充分利用江淮朝柴

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凭借云内动力的品牌优势进一步开拓中东部地区市场（特别是华东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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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合肥江淮

朝柴动力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20227 号）。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