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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60         证券简称：国检集团         公告编号：2019-067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云南合信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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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公司以 8,100 万元购买云南合信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南合信”）6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云南合信成为国检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收购云南合信后，存在市场开拓风险。 

一、 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拓展国检集团在西南地区的检验检测业务，尽快实现国检集团的跨地域布

局，提高市场占有率，落实《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战略

规划（2016-2030）》的要求，国检集团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收购云南合信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60%股权项目

的议案》，国检集团与云南合信股东董林（自然人）、朱祖玲（自然人）以及云

南钧信工程检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云南合信工程检测咨询有限

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现金 8,100 万元收购云南合信 6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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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对云南合信现有股东基本情况及其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相关合作方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任职情况 

董林 男 中国 昆明市董家湾路 
现任云南合信执行董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并全面负责公司建设及管理运营工作。 

朱祖玲 女 中国 昆明市董家湾路  只持有股份，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以上自然人股东中，董林持有云南垠德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60%股权，朱祖

玲持有云南亿诚明驰商贸有限公司5%股权。云南垠德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云

南亿诚明驰商贸有限公司均与云南合信无检测业务往来，无其他资金往来。 

企业名称 
云南合信股东

参与持股比例 
企业主要业务介绍 

云南垠德的

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董林持股 60% 

家具、机械设备的加工;新能源科学技术的研究及推广;计算

机软硬件的开发及应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形象设计及营

销策划等。 

云南亿诚明

驰商贸有限

公司 

朱祖玲持股 5% 

国内贸易、物资供销;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范围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软硬件

的开发及应用;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汽车租赁等。 

云南合信股东—云南钧信工程检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员工持股平台，

不实际开展任何业务。 

上述人员与国检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云南合信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59200424XL 

（三）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四）成立时间：2012 年 3 月 14 日 

（五）注册资本：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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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出口加工区 A4-6-2 地块现代国际综合

物流中心-电子及信息产品物流功能区工业三区 6 幢 

（七）经营范围：工程检测与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研发、应用及销售；工

程检测设备的销售及租赁；房屋安全性鉴定、房屋抗震鉴定、房屋质量鉴定。 

（八）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2017 年度 2018.12.31/2018 年度 2019.5.31 

资产总额 2518.51 5158.85 5024.59 

净资产 801.52 2248.26 3236.40 

营业收入 3159.81 5395.53 2334.51 

净利润 998.36 1946.74 988.14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50625 号审计报告。 

（九）本次收购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收购前股权

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董林 400 万元 80% 

朱祖玲 50 万元 10% 

云南钧信工程检测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 万元 10% 

合计 500 万元 100% 

收购后股权

结构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00 万元 60% 

董林 170 万元 34% 

云南钧信工程检测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 万元 6% 

合计 500 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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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收购后法人治理： 

云南合信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国检集团推荐 3 名董事，自然

人股东董林推荐 2 名。董事长由国检集团提名的董事担任； 

云南合信设监事会，国检集团和自然人股东董林各推选 1 名，职工代表 1

名。监事会主席由国检集团提名的监事担任； 

云南合信高级管理人员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负责人 1 名。

总经理担任云南合信的法人代表，由自然人股东董林提名，财务负责人由国检集

团提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 

（十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出具的《云南合信

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50625 号）

（以下简称“《云南合信审计报告》”）和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出具的《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云

南合信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圆开评

报字[2019]第 000224 号）（以下简称“《云南合信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云南合信审计后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087.06 万元，评估价值 13,848.41 万元，评估增值 10,761.35 万元，增值率

348.60%。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其主要原因：被

评估单位系服务行业，主要为服务单位提供检测服务，主要依靠技术和人工服务

创造企业价值，属于轻资产公司。资产基础法系简单的各项资产价值合计，不能

充分反映企业全面价值。收益法更能充分体现出公司的市场、客户关系网络、相

关检测技术优势等价值。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签署的甲方（受让方）为国检集团，乙方（出让方）为云南合信三个股

东，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乙方所持有的云南合信 6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由乙方将其所持有的云南合信 6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股权转

让完成后甲方持有云南合信 60%的股权，成为云南合信的控股股东。参与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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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的云南合信原各股东所转让股权的比例及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持股比

例参见上述第三条第（九）项中的内容。 

（三）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云南合信审计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9]第 ZG50625 号），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云南合

信评估报告》（天圆开评报字[2019]第 000224 号）。甲、乙双方同意以此为基础，

并综合考虑云南合信的企业特点，协商确定云南合信 100%股权的作价为 1.35 亿

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8,100 万元。 

（四） 本次交易的支付条款 

本次交易的股权对价款分三期支付，具体如下： 

1、在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

额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的 20%。 

2、在乙方按照协议要求完成交接、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完税

凭证出具（云南合信所在地完税）并完成标的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额为标的股权转

让价格的 50%。 

3、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将作为业绩承诺的保证金，具体金额为标的股权转

让价格的 30%，承诺期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每个会计年度按约定完

成了业绩补偿（如有）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当期保证金。 

（五）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条款 

乙方承诺，云南合信在承诺期间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税后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 1950 万元、1689 万元、1677 万元，云南合信在承诺期

间内累计实现税后净利润不得低于 5316 万元。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国检集团公司收购云南合信，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国检集团在西南地区（云南、

贵州、四川等）的检验检测业务，尽快实现国检集团的跨地域布局，做大本业、

做强主业，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区域综合竞争力，加快实现《国检集团业务发

展战略规划（2016-2030）》的目标要求。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将以公司自筹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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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不

存在新增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收购项目完成后，在运营阶段可能会遇到市场开拓、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

风险。由于国检集团拥有完善的项目后评价以及子公司管理制度，因此从目前公

司技术实力和子公司经营管理来看，项目经营风险相对较小。收购完成后，国检

集团要通过其行业地位和品牌影响力，加强与当地大型企业、当地政府的沟通，

做到共利共赢，协同发展，并通过技术团队的努力，加快拓展高附加值的检测业

务，确保业务和利润增长的可持续性，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

范和应对上述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