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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农兽药资产出售事项与利民股份等相关主体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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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子公司河北威远生物化工

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河北威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内蒙古新威

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以下统称“交易标的”/“标的资产”，威远

生化、动物药业和内蒙古新威远统称为“标的公司”）。利民股份、欣荣投资作为

普通合伙人设立的新疆欣荣仁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及标的公司核心管理

团队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的嘉兴金榆新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称“金榆新威”）拟联合受让上述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利民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需通过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能否通过上述

程序以及完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为进一步聚焦天然气清洁能

源发展战略，拟出售所持有的子公司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威远

生化”）的 100%股权、河北威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动物药业”）的 100%

股权、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内蒙古新威远”）的 100%股权



（以下统称“交易标的”/“标的资产”，威远生化、动物药业和内蒙古新威远统

称为“标的公司”）。就上述拟出售资产事项，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与利民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欣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利民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利民股份”）、北京欣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欣荣

投资”）及其他第三方出售上述标的资产。 

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利民股份、欣荣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的新疆

欣荣仁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称“欣荣仁和”），以及标的公司核心管理

团队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的嘉兴金榆新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称“金榆新威”）拟联合受让上述标的资产（以下称“本次交易”/“本次

股权转让”）。各方经协商一致拟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共同签署《新奥生态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与利民股份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欣荣仁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嘉

兴金榆新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河

北威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及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称“《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就农兽药资产出售事项与利民股份等相关主体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

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系基于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

报字【2019】11008 号）确认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80,677.46 万元作

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经各方同意，全部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75,855.78 万元，其中利民股份受让 60%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48,000.00 万元；

欣荣仁和受让 25%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0,000.00 万元；鉴于金榆新威承担标

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经公司与金榆新威协商一致，就其受让的标的公司

15%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7,855.78 万元。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简称“《上市规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等相关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关联交易。具体

情况如下：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标的受让方为利民股份、欣荣仁和及金榆新威（以下称“交易对方”），

其各自的基本情况如下： 

1、交易对方之一：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利民股份（00273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1371181571 

住所：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 

成立日期：1996 年 12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李新生 

注册资本：28,352.82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农药原药、剂型及附产品生产、销售、出口。（产品的名称及生

产类型按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及生产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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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李新生 

主要财务数据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07,835.09  142,342.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21.65  13,732.3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93.13  10,441.27  

项目 2018 年 9 月末（未经审计） 2017 年末 

总资产 254,566.76 238,588.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161.09  167,213.66  

2、交易对方之二：新疆欣荣仁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702MA77TB9R2N 

地址：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友好路阿拉山口中心 C 区 307 室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2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欣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股份及相关咨询服务。 

欣荣仁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欣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详见下

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767  571.98  

净利润 -240.03  95.87  

项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底（经审计） 

总资产 2058.40   2,295.71 

净资产 2040.29     2,280.32   

 

3、交易对方之三：嘉兴金榆新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BCUQ54B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35 室-69 

成立日期：2019 年 1 月 2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金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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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榆新威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主要财务数据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7.7296   120.28   

净利润 -121.00  -228.89   

项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底（未经审计） 

总资产 1815.46    2057.29  

净资产 1043.46      1505.57    

与公司的关系：金榆新威的普通合伙人北京金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等情形；金

榆新威的全部有限合伙人为本次交易三家标的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共计 46 人，

合计持有金榆新威 92%合伙份额，其中有限合伙人之一张庆先生为公司原高管

（2019 年 3 月 8 日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其持有金榆新威 5%有限合伙份额，

根据《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则以及金榆新威《合伙协议》

相关约定，张庆仅为有限合伙人并对金榆新威没有重大影响，所以公司与金榆新

威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公司所持有的标的

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亦不存在被司法冻结、质押、查封、财

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交易标的转让、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之一：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 

注册资本：25,72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93074851828L 

成立日期：2013年7月23日 

住所：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化工中路6号 

主营业务：农药原料药及制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威远生化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666.73 126,710.77 

净利润 5,157.47 4,632.98 

项目 截至 2018 年底（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底（经审计） 

总资产 117,907.43  113,687.66  

净资产 40,594.14    35,496.33  

 

2、标的公司之二：河北威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2738709702W 

成立日期：2002年5月8日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赣江路68号 

主营业务：兽药原药及制剂生产和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395.31 23,526.93 

净利润 1,377.59 1,053.71 

项目 截至 2018 年底（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底（经审计） 

总资产 24,679.83  22,478.22  

净资产 9,016.44    8,438.85  

 

3、标的公司之三：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0761099009J 

住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 

主营业务：阿维菌素、泰妙菌素、饲用金霉素等原料药、制剂相关农药研发、

生产和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867.47 19,414.06 

净利润 4,120.62 913.57 

项目 截至 2018 年底（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底（经审计） 

总资产 20,539.97 14,082.37  

净资产 8,685.33   4,564.71  

 

就本次交易，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三家标的公司作为资产组（以下简称 “威远资产组”）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9】02270003 号），威远资产组最近一年

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及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67,709.49 77,927.81 

非流动资产合计  72,509.78   67,570.22  

资产合计   140,219.27    145,498.03  

流动负债合计         81,531.87    97,079.79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10.18 1,572.35 

负债合计 83,542.05 98,652.14 

所有者权益         56,677.22    46,845.88  

营业收入 164,562.82 153,770.25 



营业利润  13,094.90   8,278.96  

利润总额  12,995.06   8,359.00 

净利润  10,694.70  7,227.82  

资产负债率 59.58% 67.80% 

毛利率 23.46% 21.89% 

销售净利率 6.50% 4.70%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和谊评估”）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

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19）11008 号）。依据《资产评估报告》，威远资

产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40,219.27 万元，总负债为 83,542.05 万元，净资产为

56,677.22 万元；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79,059.49 万元，评估增值 22,382.27 万

元，增值率 39.49%；按收益法评估后的评估值为 80,677.46 万元，评估增值

24,000.24 元，增值率 42.35%；中和谊评估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威远资产

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即 80,677.46 万元。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中和谊评估及其经办人员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中和谊评估具有为本次交易提供

评估服务的专业性及独立性。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由各方在参考上述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为

75,855.78 万元。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

其享有或承担，其对外债权债务不会因本次交易产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

债务的转移。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协议签署主体 

《股权转让协议》拟由公司与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共同签署。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和谊评估出具的“中和谊评报字（2019）11008 号”《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80,677.46 万元，

交易各方据此协商确定威远资产组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75,855.78 万元。 

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具体交易价格如下： 

（1）利民股份受让 60%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48,000.00 万元； 

（2）欣荣投资受让 25%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0,000.00 万元； 

（3）鉴于金榆新威承担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经公司与金榆新威协

商一致，就金榆新威受让的标的公司 15%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7,855.78 万元。 

3、支付方式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支付： 

（1）自以下前提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或公司与未付款方一致

同意的一定期限内，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应向公司银行账户支付各自

交易价款总额的 50%，即利民股份 24,000.00 万元、欣荣投资 10,000.00 万元、金

榆新威 3,927.89 万元，作为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

均支付完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为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付款日。 

①《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 

②《股权转让协议》中公司的陈述和保证于该协议签署之日及第一期股权转

让款支付日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重大误导性陈述； 

③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付款日，标的公司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未进行利润分配或发生新的重大非经营性交易（经利民股份、欣荣投资、

金榆新威同意的除外）。 

（2）自《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付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公司和利民股份共同申请开立共管账户，该共管账户系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

榆新威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指定银行账户。 

（3）自以下前提条件全部满足后且不晚于标的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

交本次交易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之日前两个工作日内，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

新威将各自应支付交易价款的 50%，即利民股份 23,700.00 万元（扣除利民股份

向公司已支付的 300 万元诚意金）、欣荣投资 10,000.00 万元、金榆新威 3,927.89

万元，作为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上述共管账户并进行冻结，利民股份、欣

荣投资、金榆新威支付至共管账户的款项截至交割日（指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以威远农药、威远动物药业、新威远最后一家公司办理

完毕之日为准）的利息归各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所有。 

①股权转让协议中公司的陈述和保证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

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重大误导性陈述； 

②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含当日）至交割日（不含当日），标的公司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未进行利润分配或发生新的重大非经营性交易（经利民股份、欣

荣投资、金榆新威同意的除外）； 

③标的公司合法经营且具备生产经营必备的资质、条件和知识产权。 

（4）公司和利民股份同意于交割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及时办理共管账户资

金的解冻手续，并将共管账户资金除《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利息外的款项一

次性全部汇至公司账户或公司指定的其他账户，协议约定的利息分别汇至利民股

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指定账户。 

4、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1）标的公司合法经营：公司应保证《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标的公司的

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况、未受到过重大行政处罚，以满足利民股份申

报重大资产收购的审核要求。 

（2）具备生产经营必备的资质和条件：公司应保证标的公司具备生产经营

的必备资质和政府批准文件。  

（3）知识产权：本次交易的资产范围为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全部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拥有所有权权属、并与标的公司业务相关的商标、

专利、非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标的公司交割后，该等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

属标的公司。 

（4）人员安置：因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人员安置及补偿等事项（如有）

由公司协调解决，且标的公司及购买方不承担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 

5、本次交易的交割 

（1）各方同意，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均已向公司支付第一期股

权转让款，且公司和利民股份完成共管账户开立，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

威均已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应当办理完

成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中各受让方应予以积

极配合、协助提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需要的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改选、



新章程签订以及工商登记所需的各项资料。 

（2）为免疑义，如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三方中任何一方未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第一期及/或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及/或标的公

司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债务偿还协议》的约定向公司及时足额偿还

95,514,310.77 元负债，公司均有权拒绝受让方要求出具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文件、

办理股权交割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交割日当日，公司、金榆新威应促使标的公司将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合同章、财务章、主要资产权属证书交付给利民股份指定的一名人员和金榆

新威指定的一名人员进行共管。共管期限至交割日后三十日。共管期结束后，上

述所列文件交由标的公司保管。 

（4）各方同意，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约定，标的公司所有债权、债务

仍由标的公司继续享有或承担。协议各方对《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债务偿还协

议》的约定无任何异议，同意并将积极敦促标的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清

偿相应债务，且利民股份应承担《债务偿还协议》中约定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5）自交割之日起，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依照法律的规定、《股

权转让协议》和标的公司新章程的约定享有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由受让各方

按照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后各自在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享有。 

6、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交易各方同意，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均已向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

转让款，且公司和利民股份完成共管账户开立，利民股份、欣荣投资和金榆新威

均已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应当办理完成

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标的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承诺的约定，过渡期指自评估（审计）基准日

（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不含当日）止的期间。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相关收益

由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亏损，由金

榆新威在过渡期满 12 个月内以现金补足。 

8、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利民股份、欣荣投资和金榆新威一致同意，标的公司的人员由其管理团队管



理，金榆新威应促使标的公司确保员工队伍稳定，且标的公司员工在标的公司及

其相关方已发生的劳动年限不受本次交易影响。  

9、协议的生效及生效时间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签署后即成立；并自以下条件

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1）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2）利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本次交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营者集中批

准（如需）。 

10、违约责任条款 

（1）《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除该协议另有约定之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

不及时、不适当履行该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该协议项下作

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按《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亦有权要求违约方按照法律规定及该协议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无论守约方采取何种救济措施，违约方均应赔偿由此给守约方所造成的全

部损失。 

（2）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中的任何一方或多方未按照《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的期限向公司支付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

应当承担延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确认公式为：以应付而未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

为基数，并自该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计算，

但因公司原因导致逾期支付的除外。利民股份、欣荣投资或金榆新威任何一方逾

期支付超过三十日的，各方应共同协商解决措施，未达成一致意见或经公司合理

催告后仍不支付的，公司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3）公司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交割的，每逾期一日，

应当承担延迟交割违约金，违约金确认公式为：以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为基数

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计算，但因利民股份、欣荣投资或金榆新威原因导致逾

期交割的除外。公司逾期交割超过三十日的，公司应与利民股份、欣荣投资和金

榆新威共同协商解决措施，未达成一致意见或任一方合理催告后公司仍不配合交

割的，则利民股份、欣荣投资、金榆新威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4）存在以下任一情形的，公司有权在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终

止，且利民股份无权要求公司返还已支付的诚意金： 

①利民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②利民股份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导致本次交易无法继续履行，或无

正当理由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 

（5）存在以下任一情形的，利民股份有权在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自该协议解除的书面通知送达公司之日起终止，

公司应在收到协议解除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利民股份、欣荣投资

和金榆新威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诚意金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①公司董事会未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②公司或标的公司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交

割日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导致本次交易无法继续履行，或该等主体无正当理由

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 

11、其他 

如果《股权转让协议》的任何条款或部分被仲裁机构或任何对该协议有司法

管辖权的机构认定为无效或失效，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协议各方应根据协议的总

的原则履行协议，无效或失效的条款由最能反映该协议各方签署协议时的意图的

有效条款所替代。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标的公司债务偿还安排 

1、债务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债权债务进行抵消后，标的公司因日常

经营以外事项对公司负有的债务金额合计为 195,514,310.77 元。具体债务情况如

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债务人（标的公司） 威远生化 动物药业 新威远 

负债金额（元） 96,775,975.74 81,070,884.18 17,667,450.85 

注：为避免歧义，上述标的对公司负有的债务不包含标的公司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之间因产品、服务购销等日常经营业务而发生的应支付但未支付的款项，

该等款项的支付应按照产品或服务购销双方签署的协议具体执行 



2、债务偿还安排 

（1）标的公司应至迟于各方拟定提交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之日

前两个工作日，向公司先行偿还部分债务，合计为人民币 95,514,310.77 元并汇

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其中： 

威远生化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金额为 47,277,821.18 元； 

动物药业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金额为 39,605,436.53 元； 

内蒙古新威远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金额为 8,631,053.06 元。 

如标的公司中任何一方未按照《债务偿还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上述

款项，公司均有权拒绝包括利民股份在内的交易对方的要求出具标的公司股权交

割文件或办理股权交割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标的公司应于标的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以下称“交

割之日”）起 12 个月内分两笔向公司支付剩余的负债金额合计 100,000,000 元及

自交割之日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标的公司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20%

计算所得的利息，并汇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①交割之日后 6 个月内偿还 5000 万债务本金和相应利息，其中： 

威远生化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本金金额为 24,749,077.28 元； 

动物药业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本金金额为 20,732,723.82 元； 

内蒙古新威远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本金金额为 4,518,198.89 元。 

②交割之日后 12 个月内偿还剩余债务本金和相应利息，其中： 

威远生化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本金金额为 24,749,077.28 元； 

动物药业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本金金额为 20,732,723.82 元； 

内蒙古新威远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本金金额为 4,518,198.89 元。 

除上述本金外，标的公司应向公司支付的相应利息金额为：自交割之日起至

各笔债务期限届满之日止或债务偿还之日止（以先到者为先）的具体期限乘以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20%利率标准，为避免疑义，如各笔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未

如期偿还则应按照《债务偿还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支付延迟偿还违约金。 

3、担保责任 

（1）利民股份同意为标的公司上述债务的偿还向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标的公司向公司负有的债务本金、对应利息及延迟还款违

约金，以及公司因债务追偿所发生的费用。 



（2）标的公司各方相互之间对前述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因债务追偿

所发生的费用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 

（3）担保期限：自《债务偿还协议》项下约定的债务清偿期届满之后 2 年

止。 

4、违约责任 

标的公司如未按照《债务偿还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地向公司偿还相应债

务，则标的公司应向公司承担违约金，即自延期之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

向公司支付超期未偿还部分的违约金。 

（二）因本次交易发生的人事变动 

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张庆先生基于本次交易的推进，已于 2019 年 3 月 8 日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张庆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详见公司于

3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除张

庆先生因本次交易导致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外，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其他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新增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但标的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

的连续性将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基于办公场所租赁、部分生产原料、蒸汽等

产品供应发生相关交易，包括：内蒙古新威远将持续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能能源

有限公司采购蒸气及甲醇产品作为其能源及产品原材料，同时内蒙古新威远将继

续向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新能矿业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用于补充动力能源，另外公

司将位于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383 号的办公楼出租给威远生化和动物药业、将位于

达拉特旗部分员工公寓出租给内蒙古新威远，并分别用于其日常办公室及员工宿

舍使用。 

基于公司原副总裁张庆先生现担任标的公司的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6 的相关规定，三家标的公司构成公司关联法

人，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因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的关联交易定价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且对公司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四）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 

就本次出售资产所得的现金，公司将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聚焦公司以天然气清洁能源及能源技术服务为主的主营

业务的发展，对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交割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标

的公司的股权，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将不再包括三家标的公司，届时将对公司营

业收入、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等产生一定影响。 

以三家标的公司 2018 年底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计算依据，本次交易对公司损

益的影响约为 17,559.87 万元，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标的公司过渡期间

的损益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次交易交割日三家标的公司

损益变动情况将会对公司出售资产而发生的损益数据造成一定影响，具体影响情

况以公司审计的数据为准。但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不会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为威远生化在交通银行开具的 1700 万银行承兑汇票

提供担保（到期日为 2019 年 5 月 7 日），威远生化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

资信情况优良，且该担保即将届满，威远生化已积极与银行沟通替换公司该项担

保；另除上述《债务偿还协议》约定的标的公司对公司的负债金额及偿还安排外，

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无其他担保、委托其理财及资金占用等事项。 

七、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交易构成利民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需通过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上述批准或问

询程序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程序以及完成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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