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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港口资产投资入股暨增资安徽省港口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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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5月 31日，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港口运营集团”）全体股东签署了《增资

扩股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公司以部分港口资产，按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对省港口

运营集团进行增资，占省港口运营集团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32.109%。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抢抓安徽省港口改革发展机遇，共享区域港口改革发展红利，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内，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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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19年 5月 31日，公司与省港口运营集团全体股东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书》，根

据该协议，省港口运营集团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70,581.00 万

元增加至人民币 635,657.91 万元。以省港口运营集团经评估的净资产作为投资方以现

金和实物资产投资的折股依据，确定出资额。即折股系数计算公式: 省港口运营集团评

估值 419,280.06/增资前的注册资本 370,581.00=1.131413。 



据此，本公司拟以部分港口资产出资，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经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 230,921.70 万元为基础计算，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省港口运营集团 32.109%股权。按协议约定的折股系数，折股后公司出资额为

204,100.32 万元，对省港口运营集团进行增资。最终出资额和持股比例，以 2019 年 5

月 31 日为过渡期审计基准日，经审计确认的过渡期损益与折股后公司出资额之合计数

确定。相关各方还将签署补充协议对此予以明确。 

（二）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5月 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以部分港口资产投资入股暨增资安徽省港

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港口资产，按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方式，

向省港口运营集团进行增资。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授权公

司经理层办理：签署补充协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章程修订等有关事宜。本授权有效期

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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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交易公司出资港口资产情况 

（一）资产范围 

公司本部有关港口类资产（包括债权债务、不动产及其他相关资产），芜湖港务有

限责任公司 65%股权、芜湖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89.8%股权、芜湖市铁水联运有

限责任公司 55%股权、安徽省裕溪口煤炭交易市场公司 80%股权、安徽振煤煤炭检验有

限公司 49%股权、中江海物流有限公司 49%股权，合肥皖江物流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淮南皖江物流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裕溪口煤码头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 

（二）定价依据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

法进行评估。本次公司向省港口运营集团出资港口资产（包括债权债务、不动产及其他



相关资产）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230,921.70万元。 

按协议约定的折股系数，折股后公司出资额为 204,100.32 万元。最终出资额以经

审计确认的过渡期损益与折股后公司出资额之合计数确定。 

三、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0,58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士彬 

成立日期：2018年 11月 26日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 88号皖江财富广场 A1座 5楼 

主要办公地址：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 88号皖江财富广场 A1座 5楼 

经营范围：港口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远洋、沿海、长江及内河运输，陆上货物运

输，岸线及陆域资源收储和开发利用，港口集疏运铁路、公路、锚地投资和运营，涉港

资产管理，股权和基金的投资，仓储物流（除危险化学品），港口和航运配套服务，现

代航运服务，国际邮轮服务，国际国内贸易，房屋租赁，大宗商品交易咨询服务。 

2.资产评估情况 

经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

础法进行评估。省港口运营集团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419,280.06万元。 

3.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省港口运营集团共有 6名股东，分别为：省港航集团持股 73.83%、马

鞍山郑蒲港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94%、安庆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65%、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23%、池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81%、芜湖

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0.54%。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马鞍山郑蒲港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安庆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戊方：池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己方：芜湖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庚方：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辛方：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增资扩股方式及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1.各方一致同意将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70,581.00 万元增至 635,657.91 万元。

以标的公司评估的净资产作为投资方以现金和实物资产投资的折股依据，确定出资额。

即 折 股 系 数 计 算 公 式 : 标 的 公 司 评 估 值 419,280.06/ 增 资 前 的 注 册 资 本

370,581.00=1.131413。 

2.以评估结果加上经审计的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期间的损益为依据，甲方以港口资

产的评估净资产值 48,152.73 万元和现金 12,492.60 万元,共计 60,645.33 万元, 向标

的公司认缴、实缴 53,601.42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戊方以现金 1,166.76 万元向标的公

司认缴、实缴 1,031.24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庚方以港口资产和股权的评估净资产值

230,921.70 万元认缴、实缴 204,100.32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辛方以股权的评估净资产

值 7,177.60万元认缴、实缴 6,343.93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增资扩股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5,657.91 万元，各股东占注册

资本的比例分别是甲方由 73.83%下降到 51.474%、乙方由 9.94%下降到 5.794%、丙方由

8.65%下降到 5.043%、丁方由 5.23%下降到 3.049%，戊方由 1.81%下降到 1.219%、已方

由 0.54%下降到 0.315%；庚方持股比例为 32.109%、辛方持股比例为 0.998%。 

（三）新增出资的交割和工商变更 

1.标的公司各方商定，投资各方与标的公司的资产和股权交割日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 

2.投资各方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过渡期间的损益由投资各方承担，若投资方因亏

损导致不能足额认缴的，由该投资方用现金补足差额部分或降低股比；若投资方净资产

增加，相应增加投资方股权比例或标的公司以现金补偿投资方。 

最终各方投资金额及股权比例，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过渡期损益为依据调整投资



各方投资额及股权比例，并且依此签订补充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3.本协议 2019年 5 月 31日签署并生效之后，随同管理权限移交，各方出资资产和

股权范围内的生产、管理、安全等责任由标的公司承担；出资资产和股权分别完成交割

和变更后，庚方、辛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新股东。 

（四）职工安置 

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确定职工安置方案。2019 年 5 月 31 日前，投资各方对其出

资的资产和股权所涉及的职工（含离退休、退养职工）相关事项由投资各方负责；2019

年 5月 31日后，由标的公司负责做好前述相关工作。 

对于所涉需要安置的职工（含离退休、退养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合法合规权益，

标的公司予以安排保障。 

（五）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1.董事会由原 7名董事增至 9名，新增 2名董事由庚方提名推荐。董事长由甲方推

荐当选的董事担任。 

2.监事会由原 5名监事增至 9名，其中，设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其他新增 3名监事，

庚方提名推荐 1名。 

（六）各方的承诺与保证 

1.增资扩股完成后，需要标的公司承继投资各方转入资产所涉及的所有经营业务事

项的，投资各方最迟于 2019年 6月 10日前办理完成相关经营业务协议、合同主体变更

等手续。 

2.投资方如果因为或有事项使净资产减少导致出资不足的，其应对该减少的部分向

标的公司承担现金补足责任；如果因为或有事项使净资产增加导致出资超额的，对该超

额部分标的公司应承担补偿责任。 

3.投资各方向标的公司特别保证，相关的出资资产及股权没有设定抵押、质押，没

有被司法查封等权利受限情况。 

（七）争议解决 

1.凡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协商

不成的，则向芜湖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对争议进行诉讼时，除争议事项外，争议方应继续行使在本协议项下的其它权

利，并应继续履行在本协议项下的其它义务。 



（八）附则 

本协议书经协议各方签字加盖公章，并履行完毕相应决策或审批程序后生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等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投资入股暨增资

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是顺应安徽省港口一体化总体发展趋势的需要，有助于

公司抢抓省内港口改革发展机遇，共享区域港口发展红利。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该议案。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投资入股暨增资省港口运营集团，既是顺应安徽省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趋

势，以适应港口航运新趋势、区域运输格局新变化和港口发展新态势的客观需要，也是

公司抢抓安徽省港口改革发展机遇，共享区域港口改革发展红利的现实选择。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一）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增资扩股协议书》； 

（三）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港口资产 2018年度模拟审计报告； 

（四）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增资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