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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19-067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拟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传化智联”）控股子公司传化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或“标的公司”）拟引进投资者工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投资”或“对手公司”），工银投资拟以

现金 100,000 万元人民币向传化物流进行增资，增资后持有传化物流 4.5811%

股权。 

 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传化物流的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事项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贯彻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

54 号）精神，整合双方优势资源，改善传化物流财务结构，满足其经营发展需

要，经与工银投资友好协商，工银投资拟以传化物流整体估值 2,082,900 万元人

民币作为定价依据，以现金 100,000 万元人民币向传化物流进行增资，其中

3,791.05 万元进入注册资本，其余 96,208.95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传

化物流的注册资本将由 78,963.807442 万元增至 82,754.858738 万元，工银投资将

持有传化物流 4.5811%的股权，公司对传化物流仍有控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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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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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者拟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议案》，同意工银

投资以 100,000 万元对传化物流增资，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事项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60589212Y 

成立时间：2010年9月19日 

注册资本：78,963.807442万元 

注册地址：萧山区宁围街道新北村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物流信息服务，物流信息软件开发与销售，市场营销策划；企

业投资管理（除证券、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外），企业管理咨询；公路港物流

基地及其配套设施投资、建设、开发；燃料油、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原料及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汽车及其配件、轮胎、机油、电

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橡胶制品、纺织原料及辅料、服装、纸制品、纸浆、

木制品、机械配件、皮革制品、电线电缆、通讯设备、节能产品、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的销售；机械设备及汽车租赁（除金融租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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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传化物流 93. 8787%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

传化物流 6.1213%股权，传化物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前后股权变动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股权结构 增资后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741,301,715.42 93.8787% 741,301,715.42 89.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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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8,336,359.00 6.1213% 48,336,359.00 5.8409%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 - 37,910,512.96 4.5811% 

合计 789,638,074.42 100% 827,548,587.38 100% 

传化物流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511,394,319.83 22,274,972,632.23 

负债总额 11,545,808,330.23 9,951,925,438.97 

净资产 11,965,585,989.60 12,323,047,193.26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5,238,838,941.11 7,022,695,796.26 

利润总额 1,089,438,082.13 603,974,089.50 

净利润 787,268,182.27 403,612,064.14 

（二）增资方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R80HU09 

成立时间：2017年9月26日 

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滨路211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B幢19-20层 

法定代表人：张正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

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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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工银投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024,766,328.91 84,737,723,5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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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30,173,353,021.16 71,066,489,253.50 

净资产 12,851,413,307.75 13,671,234,291.18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736,046,290.25 724,075,582.33  

利润总额 663,384,761.76 457,860,330.18  

净利润 550,348,384.71 364,325,208.43  

工银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工银投资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市场化债转股实施平台，认同公

司的业务和发展规划，看好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公司具有长期战略投资价

值。 

本次增资价格以传化物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作为参考，结合工银

投资对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以及公司认可工银投资所拥有的行业资源优势，

经双方友好协商，工银投资以传化物流整体估值 2,082,900 万元人民币作为定价

依据，本次增资价格确定过程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本次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增资过程中，本公司、传化物流与工银投资将签署《传化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之增资协议》，本公司与工银投资将签署《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协

议》。该等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1）增资基本情况 

1.增资金额 

传化物流及其现有股东经与工银投资平等协商，确定对传化物流增资总规模

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在 100,000 万元的增资款中，3,791.05 万元计入传化物

流实收资本，96,208.95 万元计入传化物流资本公积。 

2.增资后持股比例 

增资交割后，传化物流股东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实际持股比例及对应

出资额以工商登记为准），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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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元）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741,301,715.42 741,301,715.42 89.5780%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8,336,359.00 48,336,359.00 5.8409%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7,910,512.96 37,910,512.96 4.5811% 

合计 827,548,587.38 827,548,587.38 100.00% 

（2）增资款项的交割 

1.各方一致同意，以下事项完成后即实现交割，即： 

a）工银投资根据传化物流发出的缴款通知书一次性完成实缴出资。 

b）实缴资金到账后（不含当日）2 个工作日内，传化物流根据工银投资实

缴出资后的持股情况向工银投资出具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载明下列事

项：公司名称、注册资本、股东名称、认缴及实缴的出资额、权益比例、出资日

期、出资证明书出具日期。出资证明书由传化物流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

公司公章。 

c）传化物流需在出资证明书出具后（不含当日）5 个工作日内：a.根据修改

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出资证明书更新公司股东名册；b.该股

东名册经各股东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由传化物流保存，并向工银投资提供一份

副本。 

（3）增资款项的用途 

传化物流、传化智联同意并承诺：工银投资对传化物流的增资款项将主要

用于偿还银行对传化物流/及或传化智联发放贷款形成的债权，适当考虑其他类

型银行债权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 

（4）交割日后的公司治理 

股东会 

自交割日起（含当日），传化物流股东会会议由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行使

表决权。以下决议事项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含工银投资）通过，各方明确，增资协议及传化物流公司章程对相关决议事项

有特别约定的，股东行使表决权不得违反增资协议的约定。 

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包括： 

a）制定、修改公司章程； 



6 

 

b）股东结构发生变化，工银投资按照股东间约定对外转让所持股权，以及

传化智联向所属企业（全资、控股、控制关系）赠与、出售、转让、质押或以

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传化物流部分股权后仍保有直接控股地位的情况除外； 

c）传化物流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 

d）传化物流上市、合并、重组、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以及公

司的控制权的改变； 

e）变更主营业务、参与任何与现有业务不同的行业领域、终止公司任何核

心业务或进入任何投机性、套利性业务领域； 

f）对传化物流对外举借单独或合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5%

的负债事项作出决议；  

g）对传化物流在公司财产或资产上设定任何担保权益或对外提供保证担

保，单独或合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5%的事项作出决议； 

h）审议其他可能对工银投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 

董事会 

a）董事会的组成人数为 7 人，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工银投资有

权提名 1 人作为董事候选人；传化智联有权提名 6 人作为董事候选人；董事长

由传化智联提名的董事担任；工银投资有权撤换其提名的董事。 

b）每届董事任期 3 年。董事任期从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届满

的董事会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5）工银投资股东权益保障特别约定 

1.反稀释保护 

增资协议生效后，自工银投资增资款项注入增资账户后及工银投资持有任何

比例的传化物流股权期间，传化智联不得以低于此次工银投资增资时的作价引入

新的投资者或进行增资。 

2.转股限制 

传化智联承诺，自工银投资增资款项注入增资账户后及工银投资持有任何比

例的传化物流股权期间，无论公司章程是否有相反规定，传化智联拟以任何方式

向任何第三方（无论是否为原股东）赠与、出售、转让、质押或以其他方

式处置其持有的传化物流部分或全部股权，应事先与工银投资达成书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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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保股权的受让方或取得者继续承担传化智联在增资协议项下的义务以及放

弃就工银投资对外转让所持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3.跟随出售权 

增资协议生效后，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传化智联拟向第三方转让其所持

传化物流的任何股权，则传化智联应就拟转让股权事宜书面通知工银投资。 

如果工银投资选择行使跟随出售权，应在传化智联就拟转让股权事宜书面通

知后 20 个工作日（本款内简称“答复期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转让方（简称“跟

随出售通知”），并在其中注明其选择行使跟随出售权所涉及的股权数量。在工

银投资发出跟随出售通知的情况下，工银投资有权按照不超过（含本数）“转让

方拟转让所持传化物流股权/转让方所持传化物流股权总额*工银投资所持传化

物流股权”计算所得股权数向受让方进行股权出售。 

（6）目标股权的退出 

1.二级市场退出 

就本次增资后所持的传化物流股权，工银投资有权选择实现二级市场退

出。为免疑义，二级市场退出系指传化智联发行股份购买工银投资持有传化物流

的全部股权，工银投资通过取得传化智联股票并出售该等股票的方式进行投资退

出。传化物流确定工银投资二级市场退出方案之前应当提前与工银投资协商一致，

工银投资有权自主决定是否通过二级市场退出，并有权在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

定允许的范围内自行确定是否接受二级市场退出方案相关的收购条款、价款等核

心条件，传化智联、传化物流保证就工银投资通过二级市场退出提供一切必要的

协助与配合。如工银投资届时选择不参与传化智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影响工

银投资在增资协议及编号为 GYTZ-CHWLJT201908-02 的《股东协议》项下享有

的权利。 

2.协议转让方式退出 

工银投资将增资后所持股权以协议转让方式实现投资退出，涉及与传化智

联权利义务关系的，以增资协议以及工银投资、传化智联另行签署的编号为

GYTZ-CHWLJT201908-02 的《股东协议》为准。传化物流、传化智联知晓并同

意《股东协议》中的全部约定，包括但不限于特定情形下触发的传化物流公司章

程变更及公司减资等，并予以配合。 

（二）《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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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转让 

1.1 转让原则。 

如发生以下任一特定情形，双方可以按照股东协议相关约定，由传化智联或

传化智联指定的第三方支付转让价款，受让工银投资持有的目标股权。特定情形

包括： 

1）自出资日（含当日）起满 36 个月，传化智联通过向工银投资发行股份等

方式收购工银投资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申请未能取得传化智联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或未取得证监会及其他有权机关（如有）批准，或工银投资未选择

通过由传化智联向工银投资发行股份等方式收购工银投资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

方式退出，且各方未就延期达成一致的。 

2）自出资日后，传化物流任意一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的净利润

较上一年度下降达 20%（含）及以上，或连续两年净利润下滑 10%（含）及以

上，且未能在工银投资提供的宽限期（为免疑问，工银投资有权自主决定具体宽

限期限，股东协议其他签署方对此不提异议，股东协议下文中涉及宽限期内容与

此相同）内妥善解决的。 

3）工银投资持有传化物流股权期间，传化物流任意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65%，且未能在工银投资提供的宽限期内妥善

解决的。 

4）传化智联、传化物流本部或其下属企业违反本次增资相关协议约定，且

未能在工银投资提供的宽限期内妥善解决的。 

5）传化智联、传化物流发生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变更。 

6）传化智联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重大债务违约、投资亏损、强制退市、

法律诉讼或刑事处罚等不利事件；传化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出现重大诉讼、

仲裁、遭受重大行政处罚，对传化物流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

于因传化物流子公司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及时延期或资产未取得权证等原因

导致前述重大不利影响；传化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出现破产风险或者清算事

件的，包括但不限于被发起或主动发起破产、停业、清算、吊销、关闭、撤销、

注销的程序，对传化物流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7）因不可抗力导致工银投资对传化物流的投资目的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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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尽管有股东协议其他约定，自工银投资出资日起满一年后，传化智联或

其指定第三方均有权要求受让工银投资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目标股权。 

（2）投资延续条款 

传化智联应当在自工银投资出资日（含当日）起 36 个月届满前的 1 个月内

就是否延长投资期限事宜向工银投资发起书面申请，工银投资在收到传化智联

发出书面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传化智联书面反馈是否同意延长投资期

限。 

（3）转让价款 

计算方式 

1）发生第 1.1 条第 1）项的转让价款 

如因出现第 1.1 款第 1）项的情形，传化智联或其指定第三方选择受让工银

投资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并向工银投资发出同意受让通知的，传化智联或其指定

第三方应当自工银投资出资日届满第 48 个月之日前受让工银投资所持标的公司

股权的 50%，出资日届满第 60 个月之日前受让工银投资所持标的公司的剩余全

部股权。 

传化智联或其指定第三方应按照如下进度支付转让价款：自工银投资出资

日届满 4 8 个月之日应付的转让价款（以下简称 “第一次转让价款 ”）按照 “投

资本金 ×50 % + ma x[投资本金×预期年化收益率 /365 ×自工银投资出资日至第一

次转让价款支付日之间的天数/0. 75－截至第一次转让价款支付日工银投资已获

利润分配金额或工银投资基于对标的公司的分红收益权取得的其他收益 , 0]；出

资日届满 6 0 个月之日应付的转让价款（以下简称 “第二次转让价款 ”）按照如

下方式计算：第二次转让价款=投资本金×50%+max[投资本金×50%×预期年

化收益率/365×自第一次转让价款支付日至第二次转让价款支付日之间的天数 /

0.75－自第一次转让价款支付日至第二次转让价款支付日期间工银投资实际获

得的利润分配金额或工银投资基于对标的公司的分红收益权取得的其他收

益,0]。 

a)max[a,b]指取 a 与 b 的孰高值； 

b)预期年化收益率按照 6.5%计算。 

2）发生第 1.1 条第 2）-7）项约定情形的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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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出现第 1.1 条第 2）-7）项情形，传化智联或其指定第三方选择受让工

银投资持有全部目标股权的，传化智联或其指定第三方应在传化智联向工银投资

发出书面受让通知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全部转让价款支付。退出时转让价款按照

如下方式确定：即转让价款=投资本金+max[（投资本金×年化收益率/365×工银投

资出资日至转让价款支付日之间的天数）/0.75－工银投资持股期间实际获得的利

润分配金额或工银投资基于对标的公司的分红收益权取得的其他收益,0]。 

a)涉及目标股权部分转让的，转让价款在全部转让价款基础上按照转让股权

所占全部持股比例计算。 

b) max[a,b]指取 a 与 b 的孰高值。 

c)上述公式中“预期年化收益率”的初始值为 6.50%。 

上述协议具体内容将以最终实际签署为准。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拟引入工银投资作为传化物流的股东，一方面将充分发掘和运用双

方在各自领域的要素禀赋与相对优势，通过双方整合内外资源、强强联合，有利

于增强传化物流整体竞争实力；另一方面可以改善传化物流的资本结构，拓宽上

市公司融资渠道，为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传化物流引入投资者，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有利于传化物流公司治理更加规范化，进一步促进公司可持

续发展。 

2、存在的风险 

本次协议签署仍需各方履行相应内部审批程序，因此存在未能通过审批的风

险。此外，公司前期就本次增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与论证，但在实际运行过

程中仍不能排除因行业相关政策、市场竞争、项目管理和实施不及预期等方面的

风险，公司亦将通过加强运营管理，控制相应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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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人对控股子公司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积极贯彻了

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 号）

精神，降低其财务杠杆率，有利于增强其资金实力并优化资本结构，促进其业务

发展，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本次增资事项审批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增

资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增资。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投资者拟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独立意见； 

3、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4、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