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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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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公司九届四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9年 6月 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19年 6月 23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董事 9名。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形成决议： 

审议通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天津东方海陆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和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股权整合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东突堤区域集装箱业务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码

头、堆场等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公司集装箱业务板块的竞争力，

为公司创造更大收益，同意对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集装箱公司”）、天津东方海陆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海陆公司”）和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洲国际公司”） 进行股权整合，由集装箱公司吸收合并东方海陆公司

和五洲国际公司。 

（一）股权整合方案 



1.本次股权整合采取吸收合并方式，以集装箱公司为主体，吸收

合并五洲国际公司和东方海陆公司，合并后集装箱公司存续，五洲国

际公司和东方海陆公司注销，集装箱公司作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将承

继东方海陆公司和五洲国际公司的全部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及员工。 

本次股权整合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整合所涉及的天津港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编号：

中联评报字[2019]A-0014 号)、《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整合所

涉及的天津东方海陆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编号：中联评报字[2019]A-0012 号)、《天津港股份

有限公司拟资产整合所涉及的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编号：中联评报字

[2019]A-0010号)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10月 31日。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要求进行了备案，具体评估

结果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率 

集装箱公司 1,361,535,156.22 1,572,170,941.08 15.47% 

东方海陆公司 380,786,912.60 420,062,682.59 10.31% 

五洲国际公司 1,287,409,433.55 1,466,827,753.13 13.94% 

合  计 3,029,731,502.37 3,459,061,376.80 14.17% 

2.整合后集装箱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1,846,694,178.36 76.68% 

中远码头(天津)有限公司 241,072,101.27 10.01%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44,498,762.00 6.00% 

招商局国际港口(天津)有限公司 176,047,658.37 7.31% 



合  计 2,408,312,700.00 100% 

（二）合并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1）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0001030643818，住所为天津自贸区(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 1

号 A 区 (以下简称“公司”)。 

（2）中远码头(天津)有限公司 

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组建并存续的公司，公司编号为

538808(以下简称“中远码头”)。 

（3）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70325973XF，住所为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70 号 419 室 

(以下简称“中海码头”，中远码头和中海码头以下同时提及时合称“中

远海”)。 

（4）招商局国际港口(天津)有限公司 

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组建并存续的公司，公司编号为

364191(以下简称“招商局”)。 

（5）集装箱公司 

①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②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 

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009142877 

④注册资本：壹拾亿零贰仟壹佰贰拾叁万元人民币 

⑤经营范围：集装箱船舶装卸、转运、集装箱拆装箱、货物堆存、

中转联运、港内货物路上运输及相关的业务服务；港口公用码头设施



的建设、经营；起重机械维修（经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

为企业提供劳务服务；港口经营（包括港口危险货物作业，以港口经

营许可证及其附证核定为准）；道路货物运输；修箱、洗箱业务；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物流信息咨询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提供物

流和集装箱管理的综合服务；自有房屋、场地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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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集装箱公司资产总额为 149,692.83 万

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38,177.44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实现收入

56,064.64 万元人民币，利润总额 10,529.09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7,863.19 万元人民币。 

⑦股东情况：集装箱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东方海陆公司 

①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②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 

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600907781U 

④注册资本：贰仟玖佰贰拾万美元 

⑤经营范围：集装箱及其他货物的装卸、堆存、保管及相关综合

服务；仓储；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服务；集装箱修箱、装箱、洗箱业务；

保税仓储；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

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

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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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方海陆公司资产总额为 44,055.90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39,186.29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实现收入

37,815.73 万元人民币，利润总额 9,203.8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6,898.97 万元人民币。 

⑦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75.50% 

中远码头(天津)有限公司 24.50% 

合  计 100% 

（7）五洲国际公司 

①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②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 

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803302889 

④注册资本：壹拾壹亿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⑤经营范围：船舶、火车、汽车的集装箱及其它货物的装卸；进

出口集装箱（空、重箱）和其它货物的堆存、保管；集装箱及一般货

物的水路运输（驳船和支线船运输）、陆路运输和仓储业务；集装箱

的拆装箱业务；提供物流和集装箱管理的综合服务；国际、国内货运

代理服务，包括揽货、订舱、报关、报检、代办运输等；提供电子数

据交换技术服务（EDI）；经营内陆货运中转站和货物储运等业务；修

箱、洗箱业务；进出口货物的保税仓储、出口监管业务；投资建设、

经营码头及与码头业务相关的堆场。 

⑥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五洲国际公司资产总额为 176,715.21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30,193.68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实现收入

46,704.50 万元人民币，利润总额 9,673.39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7,392.77 万元人民币。 

⑦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51.854% 

中远码头(天津)有限公司 17.073%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4.000% 

招商局国际港口(天津)有限公司 17.073% 

合  计 100% 

2.本次合并 

（1）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即集装箱公司作为存续方吸

收合并东方海陆公司和五洲国际公司，随后东方海陆公司和五洲国际

公司注销。 

（2）本次合并完成后，集装箱公司作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将承

继东方海陆公司和五洲国际公司的全部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及员工，

东方海陆公司和五洲国际公司的股东将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持

有集装箱公司的股权。 

（3）评估情况 

各方确认，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三家公司截至评估基

准日（2018年 10月 31日）各自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I 集装箱公司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人民币：元)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100% 1,572,170,941.08 

合  计 100% 1,572,170,941.08 

II 东方海陆公司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人民币：元)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75.5% 317,147,325.36 



中远码头(天津)有限公司 24.5% 102,915,357.23 

合  计 100% 420,062,682.59 

III 五洲国际公司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人民币：元)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51.854% 760,608,863.11 

中远码头(天津)有限公司 17.073% 250,431,502.29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4% 205,355,885.44 

招商局国际港口(天津)有限公司 17.073% 250,431,502.29 

合  计 100% 1,466,827,753.13 

IV 合并后集装箱公司股权结构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以及三家集装箱码头公司

2018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31日止的已分配利润，以及扣除

此等利润后的股权比例计算合并后集装箱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1,846,694,178.36 76.68% 

中远码头(天津)有限公司 241,072,101.27 10.01%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44,498,762.00 6.00% 

招商局国际港口(天津)有限公司 176,047,658.37 7.31% 

合  计 2,408,312,700.00 100% 

V 税费承担 

除各方另有约定或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与本次合并有关的税

费由各方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各自相应承担。 

3.本次合并的实施 

各方同意，自合并日起，东方海陆公司和五洲国际公司的全部资

产、业务、债权债务及员工将由集装箱公司承继。为此目的，各方应

于合并日后实际可行的期限内，相互配合尽快完成相关资产、业务、

债权债务及员工的转移和安置。 

4.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集装箱公司、东方海陆公司和五洲国际公

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的经营管理事项由各方根据三家公司各

自的公司章程规定及相关合资合同的约定按现状运营，股东方应当维

持三家公司的正常管理与良好运转。各方进一步同意，除本协议所列

事项或各方另行事先书面同意外，过渡期内，三家公司均不进行宣派、

支付或做出任何股息分配或利润分配，亦不购买、出售或以其他任何

方式处置各自的任何重大资产。 

5.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或一方在本协议中的声明与保证不真实，或存在违反本协议的其他情

况时，该方被视为已违反本协议。违约方收到其他方说明违约情况的

通知后，应在三十(30)个自然日内纠正该违约行为(如该违约行为能

够予以纠正)；如违约方未能在前述三十(30)个自然日内纠正其违约

行为，或该违约无法被纠正，则违约方应向其他方赔偿因其违约造成

的损失。 

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应赔偿的守约方的损失，包括守约方因违

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遭致的直接的经济损失及额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合理的律师费用、诉讼及仲裁费用及差旅费等。 

6.协议的有效期、变更和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全部完成签字并加盖

公章(如适用)之日(“生效日”)起成立并生效。自本协议所述前提条

件满足(但各方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书面明示放弃的前提条件除

外)之日起，各方有权根据本协议正式实施本次合并。本协议至各方

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之日终止。 

（2）经各方一致书面同意，可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协议。对本协



议的任何变更或提前解除均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本协议各方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如适用)后方能生效。 

（3）本协议的终止不应影响各方于本协议终止日之前根据本协

议已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7.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方法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书面提出协商要求后的六十(60)个自然日内

争议未能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在北京按照申请仲裁时贸仲委现行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语言为中文。该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

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3）在争议仲裁期间，除提交争议事项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外，

各方应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内项下的义务和行使其权利。 

（三）股权整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整合的完成，实现了东突堤区域集装箱码头的统一运营

和管理，对降低运营成本、统筹作业资源、统一服务标准、提升码头

和堆场使用效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集装箱码头整

体作业效率、为客户提供更为快捷和优质服务，为公司集装箱业务板

块持续稳定发展和公司效益的不断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