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19-14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中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拓融资租赁公司”，公司现持有其 75%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冠国际持有其 25%股权）为进一步充实资本实力，扩大业务规模

及范围，拟实施增资扩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拟放弃优

先认缴出资权，引进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交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商金控”）及 UNIVERSAL COSMOS LIMITED（以

下简称“香港浙经”）分别以人民币 32,648 万元、10,883 万元对

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增资，其中 2,341.8367万美元、780.6122 万

美元分别计入注册资本，溢价部分以人民币计入资本公积（美元

汇率以增资款实缴当日为基准计算）。增资完成后，中拓融资租

赁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美元增至 6,122.4489 万美元,浙商金

控及香港浙经合计持有中拓融资租赁公司 51%股权（其中浙商金

控持股比例为 38.25%，香港浙经持股比例为 12.75%），公司及中

冠国际合计持股下降至 49%（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下降至 36.75 %，



 

 

中冠国际持股比例下降至 12.25%）；中拓融资租赁公司不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因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下

属全资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

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引进浙商金控

及香港浙经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构成公司与关联法人共同投资关

联交易。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袁仁军、张端清、丁建国、滕振宇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须获得

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浙江交通

集团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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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国资主管单位审批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 号 578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傅哲祥 



 

 

注册资本：100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30000MA27U0MY9Q 

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主要股东：浙江交通集团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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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金控于 2018 年 8 月由浙江交通集团投资设立，目前处

于正常运营中。 

2、主要经营情况与财务数据 

浙商金控是浙江交通集团全资组建的国有金融控股公司，是

浙江交通集团金融投资平台和金融管控平台，承担金融业务投资、

管控及资产证券化职能。浙商金控未来拟提供财险、证券、期货、

典当、租赁、担保等多种金融服务，致力于打造风控完善、治理

规范、牌照齐全的现代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浙商金控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481,285.28 元，总资产、净资产

为 1,000,481,285.28 元。 

3、浙商金控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浙商金控为公

司关联法人。 

4、经查询，浙商金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UNIVERSAL COSMOS LIMITED（香港浙经）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5044642


 

 

1、基本情况 

注册地：香港 

注册号：18459011-000-04-18-2 

注册资本：200万港元 

主要股东：浙江交通集团持有 100%股权 

成立日期：1994年 

经营范围：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和引进资金；投资兴办

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引进现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营原材

料、半成品、成品的贸易，开拓海外市场及从事法律允许的其他

经营活动。 

历史沿革：香港浙经有限公司原名香港宇高有限公司，成立

于 1994 年 4 月，其中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占 70%股份，深

圳泰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占 30%股份。1995年 9月，更名为香港

浙经有限公司。1996 年 4 月，股东变更为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

公司。2006年 7 月，股东变更为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浙江交通集团与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

并重组，香港浙经公司变更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 

2、主要经营情况与财务数据 

香港浙经为浙江交通集团在境外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

业务主要是持有物业出租。香港浙经持有的浙江善高化学有限公

司 25%股权，目前处于清算期，清算完成后可以结清投资款及往

来分红款。 

香港浙经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账面资产总额为 76,704,689 港元，净资产为 9,331,326



 

 

港元，营业收入为 4,262,595 港元，净利润为 2,892,723 港元。 

上述会计核算由境外公司核算，并遵循香港适应的小企业会

计准则。 

3、香港浙经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香港浙经为公

司关联法人。 

4、经查询，香港浙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中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端清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 号 803室 

4、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5、成立日期：2015年 5 月 

6、经营范围：融资租赁及设备租赁、汽车租赁、租赁业务、

汽车事务代理；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交易咨询、顾问；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置、维修及租后服务；提供经济信息咨询（不

含金融、证券、保险）；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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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 

中拓融资租赁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5 月，目标客户主要为

公司上下游产业链客户，历经三年多发展，内部风控日益成熟，

各项财务指标稳步提升，营运质量良好。2017 年投放规模实现



 

 

103,973.10 万元，2018 年前三季度投放规模实现 89,154.75 万

元。 

2016 年、2017 年、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6,308.23 98,211.41 107,705.69 

净资产 20,174.13 23,840.96 27,689.35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910.35 9,462.89 9,521.71 

净利润 792.95 4318.28 3,848.39 

（三）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以 2018 年 3月 31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审字（2018）第 330ZC7814号《审

计报告》，中拓融资租赁公司资产总额 131,395.54万元、净资产

25,330.40万元、营业收入 3,406.57万元、净利润 1,489.44 万

元；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万邦评报〔2018〕228号《浙

江中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对象、

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进行评估，经综合分析后确定评估值。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

益法的评估结果，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418,240,000.00元，与账面所有

者权益 253,303,992.96元相比，本次评估增值 164,936,007.04

元，增值率为 65.11%。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为一年，即自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月 31日起至 2019年 3月 30 日止。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资主管单位备案，备案编号浙交投

评备[2018]0008。本次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的增资行为以上述经

国资主管单位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放弃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优先

认缴出资权，如公司及中冠国际不放弃本次优先认缴出资权且维

持原持股比例合计需出资的最高金额为 3122.4489万美元。 

（五）经查询，中拓融资租赁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中冠国际、浙商金控、香港浙经及中拓融资租赁公司

拟共同签署《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成交金额 



 

 

根据万邦评报〔2018〕228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

基准日 2018年 3 月 31日，中拓租赁总资产 131,395.5万元，净

资产 25,330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评估价值为 41,824

万元，与账面所有者权益 25,330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16,494

万元，增值率为 65.11%。 

（二）增资基本情况 

1、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共同对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增资合计

人民币 43,531万元，其中浙商金控增资人民币 32,648万元，香

港浙经增资人民币 10,883万元。 

2、前述增资款中将有部分计入中拓融资租赁公司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合计持有中拓租赁 51%的股份

（其中浙商金控持有 38.25%，香港浙经持有 12.75%），浙商中拓

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 49%股份（其中浙商中拓本级持有 36.75 %，

新加坡公司中冠国际持有 12.25%）。 

增资完成后，中拓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万美元增

至 6,122.4489万美元。 

（三）增资款缴付 

浙商金控的增资款在增资协议签署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实

缴到位，香港浙经的增资款在增资协议签署生效后 2年内实缴到

位。 

（四）公司治理 

中拓融资租赁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

中浙商金控委派 2名，浙商中拓委派 1 名，香港浙经委派 1 名，

中冠国际委派 1 名。董事任期为三年，经各方委派可以连任。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浙商金控委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法定

代表人。设总经理 1名，由浙商中拓推荐，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根据需要由董事会按市场化原则聘任或解聘。 

中拓融资租赁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人。监事由浙商金

控委派并经董事会确认担任，对董事会负责，监事任期每届 3年，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监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 

（五）过渡期管理 

各方确认，自评估基准日起至增资完成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

过渡期内，中拓融资租赁公司仍由浙商中拓进行管理，过渡期内

承接新项目需报浙商金控审批同意。 

各方约定资产评估基准日至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期间产生的

经营性损益由新老股东按增资完成后实缴资本的股比分享。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股东各方按照实缴资本比例承担和分享中拓融

资租赁公司的损益。 

（六）各方权益保证 

股东各方按照实缴资本比例承担和分享中拓融资租赁公司

损益。香港浙经实缴资本到位时，通过对各方认可的、经审计的

中拓融资租赁公司未分配利润分红调整等方式，以达到调整各方

所持权益至协议约定认缴比例的目的。 

（七）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浙商中拓股东大会通过关于本次

增资的议案后生效。 

（八）协议的解除 

1、因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变化，或因不可抗力，造成本

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的，各方应协商解除协议或部分解



 

 

除协议，并不视为违约。由于上述不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所导致

的损失，由各方本着公平原则协商分担。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各方一致书面同意，任何一

方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目的 

1、有利于优化中拓融资租赁公司资产结构，强化其融资能

力，为其业务规模扩张提供资金保障 

中拓融资租赁公司自2015年设立以来，依托经营团队良好业

务基础和资源渠道，依托发达的商贸环境，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资金需求也急剧加大。目前，由于注册资本金限制，中拓融资租

赁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部分银行已开始停止授信。资金不足及

融资能力受限已使中拓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发展进入瓶颈。 

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增资后，将大幅优化中拓融资租赁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强化其融资能力。经测算，本次增资后，中拓融

资租赁公司的授信额度预计将超过 20 亿元，为其快速发展提供

资金支持，增强大客户对资金安全信心，稳固现有客户并进一步

开拓新客户，为业务规模扩张奠定基础。 

2、有利于中拓融资租赁公司整合浙江交通集团及浙商金控

平台资源优势，扩大业务范围，打造融资租赁品牌企业 

浙商金控是浙江交通集团全资组建的国有金融投资平台和

金融管控平台，承担金融业务投资、管控及资产证券化职能，未

来拟覆盖财险、证券、期货、典当、租赁、担保等多种金融服务，

资金实力雄厚，金融资源丰富。浙商金控增资后，中拓融资租赁



 

 

公司可有效对接其优势金融资源，实现业务类型多元化，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并可进一步整合资源、客户、技术和服

务渠道，打造资源协同生态圈，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同时，依托浙江交通集团优质评级增信和丰富产业链资源，

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逐步拓展全国，并

努力从原有钢铁、造纸、车辆金融行业，逐步向交通基础设施与

公用事业、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拓展融资租赁业务，致力于打造

治理规范、风控完善、区位优势明显、经济效益良好的融资租赁

品牌企业。 

3、有利于公司专注主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收益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引进

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对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增资，有利于公司集中

资源做大做强供应链集成服务主业，降低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同时，借助浙商金控及浙江交通集团丰

富的产业及金融资源，将进一步丰富中拓融资租赁公司业务范围

及业务类型，大大提升其市场竞争优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可

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的影响 

1、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公司对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将不再拥有控制权，中拓融资租赁公司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投资

收益1.0-1.3亿元。本次浙商金控与香港浙经参与中拓融资租赁

公司增资扩股属于正常市场投资行为，交易价格按照经国资主管



 

 

单位备案的收益法资产评估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浙商中拓独立性。 

2、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本次对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增资后，

可获得其控制权，并可借助其优势资源及中拓融资租赁公司现有

团队、业务基础，快速拓展融资租赁业务市场。 

六、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浙商金控、香港浙经均未发生关联

交易，与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8,233.01万元。  

七、董事会关于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及增资扩股定价合理性

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有利于公司集

中资源做大做强供应链集成服务主业，降低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

长远看可整合浙江交通集团及浙商金控平台资源优势，扩大业务

范围和规模，增强盈利能力，进而提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本次浙商金控与香港浙经参与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增资扩股

属于正常市场投资行为。增资定价以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准，

与账面所有者权益相比，评估增值164,936,007.04元，增值率为

65.11%，结合同行业公司价值、平均市盈率等情况比较，定价公

允、合理。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

权、引进浙商金控及香港浙经增资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九、备查文件 

1、《增资协议》 

2、《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 

        3、《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