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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2019-77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中船海洋动力集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相关安排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发行股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或“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中船海洋动力

集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相关安排，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中船海洋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动力集团”，具体合资公司名称以经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本次公司

与控股股东合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具体的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船集团以持有的中船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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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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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动力研究院”）

51%股权、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三井”）

15%股权出资，中国船舶以持有的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

东重机”）100%股权出资，共同设立中船动力集团。其中公司持有的

沪东重机 100%股权预估作价约 70.70 亿元，持有合资公司约 64.54%

的股权；中船集团持有的中船动力 100%股权、中船动力研究院 51%

股权、中船三井 15%股权预估作价约 38.85 亿元，持有合资公司约

35.46%的股权。具体的出资金额以及持有合资公司的比例须取得有权

国资部门备案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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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船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

船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法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号 

成立日期：1999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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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二）承担武器装备及配套系统的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维修服务业务。（三）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

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

务。（四）大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产品的

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六）成套设备仓储物流,

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管理,船舶租赁业务,邮轮产业的

投资管理。（七）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设、建筑安装、工程

监理业务,军用、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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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数据：中船集团2018年营业收入为1,144.12亿元，净利润为

24.93亿元；2018年末总资产为3,013.70亿元，所有者权益为990.51

亿元。 

三、拟出资股权的基本情况 

（一）沪东重机 100%股权 

1、沪东重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669401543C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84,599.1089万元 

法定代表人 钱德英 

成立日期 2007年 12月 7日 

营业期限 2007年 12月 7日至 2057年 12月 6日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851号 346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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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址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851号 346幢 

经营范围 

船用柴油机及备配件、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电站设备、机电设备、铸锻件

和非标准钢结构件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及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金属制品的检测服务，仓储（除危险品），贸易经纪代理，从事货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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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沪东重机经营数据 

沪东重机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43.4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93 亿元；2018 年末总资产为 97.9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9.91亿元。 

（二）中船动力 100%股权 

1、中船动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007317784309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8,715.0108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琤 

成立日期 2001年 10月 18日 

营业期限 至 2051年 10月 17日 

注册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 402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 402 号 

经营范围 

船用柴油机、螺旋桨及船舶推进系统的设计、制造、销售；内燃

机电站系统的设计、制造、销售；双燃料柴油机的设计、制造、

销售；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及销售；光伏发电系统、

光伏产品及相关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施工、运行维护

和技术服务；增压器、船舶辅机、电气集成系统、机械成套系统

及海工系统的制造、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各种铜合金、

锌合金、铝合金的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码头

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货物装卸、仓储服

务；在港区内提供装卸、仓储物流服务。（上述经营项目不包括危

险品的装卸、仓储、物流服务）。机电设备代购、销售及安装、维

护、保养服务；非标设备设计、制造及所需材料代购、销售及安

装、维护保养服务；机电设备维修、改造、保养服务；建筑物维

修、建筑材料销售；计量器具检验、检测；与机械产品设备有关

的技术检验、测试、鉴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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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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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船动力经营数据 

中船动力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13.5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0.14 亿元；2018 年末总资产为 40.8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8.37亿元。 

（三）中船动力研究院 51%股权 

1、中船动力研究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66594282C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2,477万元 

法定代表人 钱德英 

成立日期 2004年 8月 3日 

营业期限 2010年 12月 30日至 2060 年 12月 29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临港新城新元南路 600号 1号厂房 408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临港新城新元南路 600号 1号厂房 408 

经营范围 

船用柴油机及柴油机零部件、备配件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

维修，陆用电站、核电设备、冶金设备、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的设

计、制造、安装、销售、维修，相关的技术服务与咨询，以及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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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船动力研究院经营情况 

中船动力研究院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2.1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0.09亿元；2018 年末总资产为 16.78 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1.18 亿元。 

（四）中船三井 15%股权 

1、中船三井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765585565P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5,0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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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钱德英 

成立日期 2004年 8月 3日 

营业期限 2004年 8月 3日至 2036年 9月 6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6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6号 

经营范围 

船用低速柴油机、发电用低速柴油机及设备、配件的设计、制造、销售

及维修；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维修；相关的技术服务与咨询；

自营进出口业务；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起重机械

设备的现场维修及保养等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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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船三井经营情况 

中船三井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20.9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0.95 亿元；2018 年末总资产为 31.7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2.07亿元。 

四、交易标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本次合资设立中船动力集团，公司及中船集团均以持有的动力板

块资产进行出资，其中中船动力 100%股权、中船动力研究院 51%股权、

中船三井 15%股权以及沪东重机 100%股权均以 2019年 4月 30日为评

估基准日，目前评估报告尚待取得有权国资部门备案。待取得有权国

资部门备案后，双方将依据备案后的评估报告确定各自的出资金额及

最终的出资比例，并签署正式的合资协议。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与中船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设立中船动力集团，旨在履行公司

及控股股东中船集团前期作出的承诺，中船动力集团未来将择机注入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防务”）体内。

本公司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这一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逐步打造为

军民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的上市平台，并彻底解决公司、中船防务及

中船集团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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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中船动力集团设立的实质为公司收购中船动力、动力研究院的控

股权与中船三井的少数股权，计算相关指标时不包括原本已在上市公

司体内的沪东重机。根据公司及中船动力、中船动力研究院及中船三

井经审计的 2018 年度财务数据，相关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中国船舶 4,527,024.34 1,509,513.99 1,691,030.74 

标的公司（中船动力 100%股权、中

船动力研究院 51%股权、中船三井

15%股权） 

527,340.07 266,957.40 173,196.12 

交易金额（暂估） 388,498.06 388,498.06 - 

标的公司相关指标与交易金额孰高 527,340.07 388,498.06 173,196.12 

财务指标占比 11.65% 25.74% 10.24% 

注：上述交易金额暂时按照预估值确定，最终交易价格根据评估机构出具并经过国资有权机构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

法》”）第十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及营业收入各项指标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告相应指标的比例均未达到 50%以上，因此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七、拟签订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船动力集团概况 

公司与中船集团拟申请共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暂定为“中

船海洋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公司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名称为准），公

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出资数额、形式及时间 

中船集团以持有的中船动力 100%股权、中船动力研究院 5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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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船三井 15%股权出资，公司以持有的沪东重机 100%股权出资，

共同设立中船海洋动力集团。公司与中船集团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出资时间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缴情况 

实缴时间 
出资额（亿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中国船舶 70.70 股权 64.54% 2020年 4月 30日前 

中船集团 38.85 股权 35.46% 2020年 4月 30日前 

合计 109.55 - 100.00% - 

上述用以出资的股权价值暂时为预估值；最终以交易双方聘请的

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经有权国资部门备案的评

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准，由双方签署正式的合资协议予以确认。 

（三）筹备工作 

在中船动力集团筹备组建阶段，中国船舶负责具体的筹备组织工

作；中船动力集团设立后，甲、乙双方同意将为设立公司所发生的全

部费用列入中船动力集团的开办费用。 

八、本次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以下决策程

序：  

1、本次交易已事先征得公司独立董事的同意； 

2、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3、待评估报告备案完成后本议案将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共同设立中船动力集团，有利于中船集团动

力产业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本次交易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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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中关于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程序依法合规。因此，

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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