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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9-005 

债券代码：128030    债券简称：天康转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康生物”）于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康汇通农业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6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

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0>）。现因对本次增资的部分事项需进

一步确认，故对本次增资方案进行调整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康汇通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汇通”）原股

东共同对天康汇通进行增资，其中公司以现金27,547.8784万元增资，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塔城地区汇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塔城汇通”）、

新疆丝路绿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路绿乡”）分别以实物资产

13,465.0119万元、13,002.5575万元增资（增资的实物资产经万隆（上海）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具体增资方案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股东姓名 增资金额 计入注册资本 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后持股

比例 

天康生物 27,547.8784 5,841.1292 21,706.7492 51.00% 

塔城汇通 13,465.0119 2,855.0610 10,609.9509 29.68% 

丝路绿乡 13,002.5575 2,757.0043 10,245.5532 19.32% 

合计 54,015.4478 11,453.1945 42,562.2533 100.00%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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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本次《关于调整对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康汇通农

业有限公司增资方案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塔城地区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塔额公路喀拉哈巴克乡路口东 

法定代表人：谭惊侠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 3月 5 日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农副产品收购、批发、零售，农作物烘干、

仓储物流、广告发布制作，装饰装潢，房屋租赁、机械租赁、对外贸易、边境小

额贸易经营权、农业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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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0745234610F 

股东情况：谭京文持有 51%股权，谭惊侠持有 49%股权。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名称：新疆丝路绿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住所：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文庆 

注册资本：3755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21 日 

经营范围：其他粮食加工、生产、销售；粮食收购、仓储、销售；农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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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经营；厂房投资、玉米烘干、玉米仓储、农副产品收购、仓储、销售、农作物

种植、视频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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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21693404330E  

股东情况：张文庆持有 100%股权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康汇通农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塔额公路（喀拉哈巴克乡路口东侧 50 米）  

法定代表人：成辉 

注册资本： 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 6月 7日 

营业范围：农副产品收购及销售，农作物烘干，仓储服务，农业机械服务， 

粮食收储设备加工，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铁路货物运输代理，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集装箱运输服务，农资生产加工及销售，房屋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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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1MA780D7J2C 

股东情况：天康生物持有 51%股权，塔城汇通持有 38.74%股权，丝路绿乡持

有 10.26%股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天康汇通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78,714,393.22 

负债总额 257,677,492.92 

净资产 21,036,9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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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194,917.31 

利润总额 36,656.47 

净利润 36,656.47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情况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 27,547.8784 元对天康汇通增资，其他各方以实物资产

增资。经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各方实物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1、塔城汇通资产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丝路绿乡资产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1 非流动资产 8,707.36 15,051.90 

2 固定资产 8,417.93 14,525.63 

 其中：建筑物 3,462.32 4,550.18 

       设  备 4,955.60 9,975.45 

3 无形资产 289.44 526.27 

4 其中：土地使用权 289.44 526.27 

 资产总计 8,707.36 15,051.90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1 非流动资产 10,834.21 12,508.35 

2 固定资产 10,491.66 11,887.37 

 其中：建筑物 5,464.31 5,344.27 

      设  备 5,027.35 6,543.09 

3 无形资产 342.55 6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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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完成后，天康汇通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天康生物 3,060.0000 51.00% 8,901.1292 51.00% 现金 

2 塔城汇通 2,324.2508 38.74% 5,179.3118 29.68% 实物资产 

3 丝路绿乡 615.7492 10.26% 3,372.7535 19.32% 实物资产 

 合计 6,000.0000 100.00% 17,453.1945 100.00% -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 本次增资 

1.1 根据《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汇通拥有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为 150,519,030元；绿乡拥有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25,083,450元；

前述评估价值均未包括在增资过程中涉及的增值税。在前述评估价值基

础上，经各方协商一致，最终确认标的资产价值合计为 294,075,694元，

其中汇通拥有的标的资产的价值为 157,892,627 元；绿乡拥有的标的资

产的价值为 136,183,067 元；由于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汇通和绿乡在合

资公司合计 2,940万元现金出资尚未实缴，各方同意在资产增资的同时，

将汇通和绿乡合计 2,940 万元认缴出资的出资方式变更为资产出资，并

以本次资产增资中的对应部分替换。 

1.2 在资产增资的同时，天康生物拟以现金 27,547.8784 万元向天康汇通增

资；本次增资的具体方案详见“一、概述”。 

1.3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康汇通的股权结构详见“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4 其中：土地使用权 342.55 620.98 

 资产总计 10,834.21 12,5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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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增资情况 ”。 

2 标的资产的交割 

2.1 各方同意，资产增资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分别与

天康汇通签署《标的资产交割确认单》，且资产增资方应将标的资产的

相关权利凭证（如有）交付至天康汇通。《标的资产交割确认单》签署

之日即为交割日。 

2.2 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即交付给天康汇通；除土地、房产等需要办理完

成过户登记手续才可视为出资完成的资产外，其余标的资产自交割日起

即视为已完成转让，权属转移至天康汇通名下。 

2.3 各方同意，资产增资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完成标

的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土地、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明细见《评估报告》）。

即将《评估报告》中所列载的标的资产中的全部土地房产过户登记至天

康汇通名下，取得权利人为天康汇通的不动产登记证书。资产增资方承

诺在完成登记之前天康汇通有权无偿占有和使用上述土地房产，且上述

土地房产不会被任何政府机构征收、征用或拆迁，亦不会被任何第三方

主张权利。 

2.4 自交割日起，天康汇通即成为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标

的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资产增资方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资产有关

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本协议另

有规定者除外。 

2.5 自交割日起，天康汇通及其授权代表将完全接管标的资产，并使用其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 

2.6 资产增资方应就标的资产转让在交割日向天康汇通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

票。 

2.7 各方确认，资产增资仅涉及标的资产，资产增资方自身的任何合同、债

权、债务均与天康汇通无关，均应由资产增资方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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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天康汇通应于交割日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资产增资出具《验资报告》。 

3 现金增资安排 

3.1 天康生物应当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向天康汇通

缴付全部增资款： 

3.1.1 本协议已经生效； 

3.1.2 标的资产已经完成交割； 

3.1.3 资产增资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在作出时是

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且至交割日时仍然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

在重大方面不存在失实、误导﹑不正确或没有实现的情况； 

3.1.4 不存在任何针对资产增资方已发生或就资产增资方所知可能发

生的诉求，并且该等诉求旨在限制本次增资、或对本协议的条款、

条件造成重大不利改变，或根据天康生物的合理和善意的判断，可

能导致本次增资的完成无法实现或不合法或不宜继续进行，或可能

对天康汇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2 天康汇通应于现金增资缴付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现金增资出具《验资报告》。 

3.3 天康汇通应在现金增资缴付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4 税金与费用负担 

4.1 除非本协议中另有明确约定，各方将按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的规定各

自承担其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和支付的税金与费

用。 

5 违约责任 

5.1 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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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者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

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另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有权通知违

约方在通知指定期限内予以补正，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守约

方的全部实际损失并承担由于其违约而引起的一切经济、行政或法律责

任。 

5.2 因一方违约导致其他方受到有关政府机构处罚或向第三方承担责任，违

约方应当对其他方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5.3 资产增资方违反《增资协议》中第 3.3 条的约定，未在本协议签署之日

起十二（12）个月内完成标的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土地、房产过户登记

手续的，资产增资方应当按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向天

康汇通以现金补足出资，并且应当赔偿给天康汇通和天康生物造成的损

失。同时资产增资方应当保证天康汇通有权继续无偿占有和使用上述土

地房产。 

5.4 在交割日后，若因发生在交割日之前（包括交割日）的与标的资产有关

的事由而致使天康汇通遭受任何第三方起诉、仲裁、权利诉求、政府处

罚、没收的，资产增资方应当赔偿给天康汇通和/或天康生物造成的损失。

若导致天康汇通和/或天康生物产生对第三方的赔偿责任的，该等赔偿责

任应由资产增资方承担；因上述事由导致天康汇通和/或天康生物向第三

方先行赔付的，天康汇通有权向资产增资方追偿。 

5.5 资产增资方发生以下违约情形之一且给天康汇通造成损失的，资产增资

方应向天康汇通支付违约金 2,000万元，并赔偿给天康汇通和/或天康生

物造成的全部损失： 

5.5.1 资产增资方违反《增资协议》中第 6.2 条的约定，对于相关承租

土地，未及时协调出租方与天康汇通签订新租赁合同，或新租赁

合同不符合《增资协议》中第 6.2 条约定条件，或租赁期限内上

述承租土地无法维持正常使用而影响天康汇通生产经营的； 

5.5.2 汇通违反《增资协议》中第 6.3 条的约定，未及时注销额敏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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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玉米加工专业合作社、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汇通农业专业合作

社、托里县玛依勒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5.5.3 资产增资方违反《增资协议》中第 6.4 条的约定，新增与天康汇

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未及时按照天康汇通和天康生物认可的

方式处理完毕增资方现有的尚未纳入本次增资范围的农作物收购

仓储销售业务和相关资产的； 

5.5.4 增资方在本协议中所作出的或所承担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在

重大方面存在失实、误导、不正确或没有实现的情况，或该陈述、

保证和承诺并未得以及时、适当地履行，且该等情况对天康汇通

和/或天康生物的商业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影响到本协议目的

之实现的。 

5.6 若根据本协议的规定，任一资产增资方应当向天康汇通和/或天康生物承

担补偿/赔偿责任的，其他资产增资方应承担连带共同责任，天康汇通和

/或天康生物可向汇通、绿乡任一方主张全部补偿/赔偿责任。 

6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6.1 本协议的签署、成立、效力、解释、履行等事宜均适用中国法律。 

6.2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三十日内通过协商解决，则任

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

进行仲裁，仲裁地为北京。仲裁结果为终局性的，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

束力。 

7 协议的效力 

7.1 本协议经各方自然人签字及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后成立，在天康生物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7.2 除非本协议各方书面达成一致终止本协议，否则本协议不可解除或终止。 

7.3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因交易背景发生变化，各方另行协商后应以书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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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方式对本协议进行修改和补充。经过各方签署的有关本协议的修改

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7.4 未经各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

或义务或在前述权利或义务上设定任何抵押权、质权或其他权利负担。 

 

五、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康汇通将成为新疆最大的玉米收储及销售企业，对公司

今后进一步整合新疆伊犁、塔城等玉米产区的资源，扩大收储和销售规模等具有

深远意义；另一方面将深入玉米产业链各个环节，从收购、烘干、仓储、销售环节逐步进入

到物流、农资、服务环节。 

对公司现有业务来说，公司目前形成了动物疫苗、饲料及饲用植物蛋白的生

产销售，种猪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的产业链。玉米作为饲料

生产的主要原料，一般占饲料成本的 70%左右，因此玉米价格直接影响公司饲料成本，进

而影响公司生猪养殖成本，其影响贯穿公司产业链的始终，对公司饲料及生猪产品的成

本及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本次增资，将大大增强公司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降低上游玉米原料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也将持续关注本

次增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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