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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盘活和变现低效资产，聚焦商用车整车核心业务发

展，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盛股份” ）拟将下属子公司

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联腾”）100%股权、新动力电

机（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新动力”）100%股权、合肥卡诺汽车空调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卡诺”）100%股权和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迪电气”）51%股权出售给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

新能源”），以上股权作价合计人民币 179,000,001.00 元，构成关联交易。上述

股权出售完成后，四家零部件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中植新能源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润成”）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王亚骏、刘惟、冉耕和周景春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交 

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上拟出售的四家零部件公司资产总额合计为

60,916.00 万元，营业收入合计为 7,555.47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28,190.51 万元，

分别占康盛股份 2018 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营业收入、净资产的比例

为 12.28%、2.59%、24.62%。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立信中联”）对上述 4 家零部件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四家零部件公司资产总额合计为 47,149.27 万元，营业收入合计为 2,046.96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15,304.03 万元，分别占康盛股份 2018 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

表总资产、营业收入、净资产的比例为 9.51%、0.70%、1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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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需要经过

相关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东五路 137 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51011239462427XG  

经营范围：设计、研发及销售汽车；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投资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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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浙江润成持有中植新能源 51%股权，中海晟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中植新能源 49%股权。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42,725.47 401,997.65 

净资产 194,550.71 194,433.73 



项目 2018 年 1-12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0,000.00 0.00 

净利润 116.98 -2,944.35 

注：以上数据业经四川国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中植新能源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润成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东五路 137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勤 

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5101125946975029 

经营范围：设计、研发及销售汽车；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投资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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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2）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 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成都联腾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审计报告》（立信

中联审字【2019】浙-0193 号），成都联腾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9月 30日 

总资产 29,378.66 22,187.20 



总负债 19,999.90 20,438.64 

净资产 9,378.76 1,748.57 

应收款项总额 20,408.01 15,565.72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746.75 114.07 

营业利润 -5,506.05 -7,596.84 

净利润 -6,131.30 -7,63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4.92 -355.94 

（4）本次出售交易标的均为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涉及重大争议。交易

标的无重大诉讼，目前涉诉金额为 1,510.12 万元。 

（5）公司不存在为成都联腾提供担保、委托成都联腾理财等情形。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成都联腾尚有 17,756.27 万元往来款未归还公司。 

（6）2015 年 6 月 12 日，公司决定以现金方式收购浙江润成、何勤和刘新

持有的成都联腾 100%股权。 

2、新动力电机（荆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湖北荆州市荆州开发区深圳大道 98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志传 

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6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4210005737135423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扁平电机、传统电机、防爆电机、空调压缩机和专用

设备。 

（2）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 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聘请立信中联对荆州新动力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根据立信中联出具

的《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19】浙-0195 号），荆州新动力相关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9月 30日 

总资产 18,107.00 15,085.76 

总负债 5,886.17 5,274.00 

净资产 12,220.83 9,811.77 

应收款项总额 2,630.02  2,370.51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 2,045.84 651.70 

营业利润 -1,982.98 -2,447.50 

净利润 -2,015.60 -2,40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9.79 28.19 

（4）本次出售交易标的均为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情形。 

（5）公司不存在为荆州新动力提供担保、委托荆州新动力理财等情形，也

不存在荆州新动力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6）2015 年 6 月 12 日，公司决定以现金方式收购浙江润成持有的荆州新

动力 100%股权。 

3、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源路 179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余志来 

成立日期：2012 年 7 月 23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401000501948940 

经营范围：汽车空调器及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技术转让及服务。 

（2）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 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聘请了立信中联对合肥卡诺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根据立信中联出具

的《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19】浙-0194 号），合肥卡诺相关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9月 30日 

总资产 9,908.56 8,073.01 

总负债 3,905.76 3,540.93 

净资产 6,002.80 4,532.09 

应收款项总额 5,505.65 4,657.28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215.39 1,147.75 

营业利润 -2,823.84 -1,429.15 

净利润 -2,988.31 -1,47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49 6.05 

（4）本次出售交易标的均为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涉及重大争议。交易

标的无重大诉讼，目前涉诉金额为 202.50 万元。 

（5）公司不存在为合肥卡诺提供担保、委托合肥卡诺理财等情形。截至出

售基准日，合肥卡诺尚有 266.00 万元往来款未归还公司。 

（6）2015 年 6 月 12 日，公司决定以现金方式收购浙江润成持有的合肥卡

诺 100%股权。 

4、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鼓山大道 371 号 1 幢二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静儒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3012732185105XB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机控制器及整车控制器。销售：机电产品、机械

设备；服务：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的科技研发及技术服务。 



（2）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 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51%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51% 

张静儒 49% 张静儒 49% 

（3）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聘请了立信中联对云迪电气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根据立信中联出具

的《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19】浙-0196 号），云迪电气相关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9月 30日 

总资产 3,521.78 1,803.29 

总负债 2,933.67 2,591.68 

净资产 588.11 -788.39 

应收款项总额 682.37 269.46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 547.48 133.44 

营业利润 -806.62 -1,376.50 

净利润 -811.41 -1,37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13 -287.90 

（4）本次出售交易标的均为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亦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情形。 

（5）公司不存在为云迪电气提供担保、委托云迪电气理财等情形。截至出

售基准日，云迪电气尚有 1,756.74 万元往来款未归还公司。 

（6）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决定以现金方式收购余泽仙所持有云迪电气

51%股权。 

（二）其它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将持有的成都联腾 100%股权及房产和土地、荆州新动力

100%股权及房产和土地、合肥卡诺 100%股权抵（质）押于中国工商银行淳安支

行办理并购贷款业务，该贷款到期日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截至目前，上述贷



款余额为 6,600.00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评估资质的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中联”）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天津中联分别对成都联腾、荆州

新动力、合肥卡诺和云迪电气出具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

D-0107 号、中联评报字【2019】D-0108 号、中联评报字【2019】D-0109 号和中

联评报字【2019】D-0110 号），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评估方

法为资产基础法。本次出售的股权作价以本次评估值为依据，作价合计为人民币

179,000,001.00 元。本次评估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成都联腾 1,748.56 2,054.28 305.72 17.48 

荆州新动力 9,837.91 11,754.83 1,916.92 19.49 

合肥卡诺 4,674.09 4,964.44 290.35 6.21 

云迪电气 -788.39 -670.17 118.22 15.00 

合计 15,472.17 18,103.38 2,631.21 17.01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以上四家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分别与中植新能源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转让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一：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二：新动力电机（荆州）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三：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四：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一、目标公司二、目标公司三和目标公司四合称为“目标公司” 

鉴于： 

1、甲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于本协议

签订之日，合法拥有目标公司一 100%股权、目标公司二 100%股权、目标公司

三 100%股权和目标公司四 51%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2、乙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自行

购买或指定第三方购买和拥有甲方在目标公司股权的自由和能力。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转让目标股权的

事宜，双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 股权转让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依据本协议约定条款和条件，甲方向乙方或乙方指

定的第三方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同意受让目标股权。 

2、在完成目标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享有

目标股权对应的所有权利、权益，承担目标公司对应的义务；对于变更日之前的

目标股权所对应或引发的债权、债务仍应由甲方享有或承担，乙方或乙方指定的

第三方不予承担。 

3、本协议签署后，转让方与受让方应相互合作，履行所有必需的登记备案

等法定程序，并应及时采取一切其他必要的步骤和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必

要的法律文件以及提供必要的材料等），以使股权转让的完成均能及时且依据中

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府机构要求得以实现。 

（二）转让价款 

1、双方协商同意，以目标公司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价值作为甲方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对价，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将按本协议约

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甲方支付目标公司一 100%股权对价 20,000,000.00 元（大写：

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支付目标公司二 100%股权对价 110,000,000.00 元（大写：

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支付目标公司三 100%股权对价 49,000,000.00 元（大

写：人民币肆仟玖佰万元整），支付目标公司四 51%股权对价 1.00 元（大写：

人民币壹元整）， 

目标股权对价共计 179,000,001.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柒仟玖佰万零壹元

整），具体支付方式为： 

（1）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向甲方

支付首期款，金额为目标公司一、目标公司二和目标公司三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即 35,8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捌拾万元整）； 

（2）在办理完成目标公司一、目标公司二和目标公司三股权的工商登记变



更之日起六个月（第六个自然月的相同日期）内，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向甲

方支付剩余价款，即 143,2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叁佰贰拾万元整）。 

（3）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向甲方

支付目标公司四的全额转让价款，即 1.00 元（大写：人民币壹元整）。 

（三）股权过户 

1、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且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根据股权转让价

款协议条款支付目标公司一、目标公司二和目标公司三股权转让款的首期款及目

标公司四的全额转让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2、经双方确认，自目标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目标股权所对

应的损益均由甲方承担或享有，如目标股权所在公司产生收益，则依据审计确定

金额由乙方按照受让股权比例向甲方补偿；若目标股权所在公司发生亏损，则依

据审计确定金额由甲方按照转让股权比例向乙方补偿。（云迪电气不适用本条款） 

（四）陈述和保证 

1、甲方陈述和保证： 

（1）甲方能够独立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甲方对目标公司股权拥有合法、真实和完整的权利；甲方未在目标股

权上设立抵押、质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目标股权上亦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利

限制；甲方未在目标股权上作出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受让方行使股东权利收到任

何限制的协议、安排或承诺，如目标股权存在由于质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之

情形，甲方承诺在股权转让前，将目标股权恢复至前述状态。 

（3）甲方已真实、完整的地披露本协议签署日前影响目标股权价值的重大

事项，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截止本协议签署日，

不存在任何与目标股权有关的争议、诉讼或仲裁。 

（4）目标公司除甲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已同意目标股权转让，并放弃目标股

权的优先购买权。 

2、乙方陈述和保证： 

（1）乙方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律实体，能够独立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乙方将依据本协议约定履行本协议项下所有的义务。 

（五）税费 

1、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所涉及之税费，应由双方各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承担。 

2、本协议的谈判、签订及制作涉及之律师费、财务顾问费用等一切费用，

均由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六）特别约定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目标股权的受让方可以为乙方或乙方指定的

第三方，股权转让价款也可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向甲方支付。 

2、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目标股权对价的，应视为乙方已履

行本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应

视为乙方履行了合同义务，甲方不得以此为由认为乙方违约。 

3、甲方对目标公司往来款的后续安排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一应付甲方及其子公司的各类款项合计约

17,756.27 万元，目标公司三应付甲方及其子公司的往来款合计约 266.00 万元，

目标公司四应付甲方及其子公司的各类账款合计 1,756.74 万元。各方一致确认，

目标公司一、目标公司三和目标公司四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偿还甲方及其

子公司上述往来款及其利息，利息参照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根据实际还款

额度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 

（七）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 

2、因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据该会当时有效之仲

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一裁终局，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八）其它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有效签署且经过各方股东会或董事会（依照各自章程

而定）审议通过之日起正式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所涉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说明 

（1）本次出售完成后，相关人员将由中植新能源安排和处置。 

（2）截至出售基准日，本次交易标的租赁情况如下： 

①合肥卡诺全资子公司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承租康盛股份全资子公

司安徽康盛管业有限公司的厂房及宿舍，厂房租赁面积为 2,1220.98 ㎡，宿舍租

赁面积为 4,573.44 ㎡，年租金总额为 1,400,040.00 元，租赁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9 年 3 月 31 日。 

②成都联腾将其房屋租赁给康盛股份全资子公司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面积为 5,917.37 ㎡，租赁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租金共计 1,029,622.38 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向安徽康盛管业有限公司租赁

的厂房及宿舍，成都联腾出租给康盛股份全资子公司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的房

屋事宜将构成关联方租赁。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尽快根据关联

交易相关规则对关联租赁事项进行审议。 

2、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一客”）分别向拟出售的子公司采购零部件的金额分别

为： 

单位：万元 

拟出售子公司名称 2017 年度采购金额 2018年度采购金额 2019 年 1-9 月采购金额 

成都联腾 1,185.35 7.86 0.00 

荆州新动力 2,691.52 38.49 3.29 

合肥卡诺 3,377.67 -184.32 0.00 

云迪电气 3,445.85 299.66 21.53 

合计 10,700.39 161.69 24.82 

由于中植一客订单量的减少以及逐步开放采购体系，以上零部件公司内部配

套量相应下降，发生的交易金额呈逐年下降趋势。经过过去几年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对成熟和完整，产品质量可靠

稳定，所以，本次出售完成后，中植一客将通过市场化采购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

零部件及相关配件的采购更趋于市场化，公司将尽量减少出售企业与公司发生关



联交易。后续如确需要发生交易，公司承诺将严格按关联交易相关规则进行审议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交易的公允性。 

3、是否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本次出售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中植新能源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四家零部件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商用

车整车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亦不存在与上述四家零部件公司相同或相近的

业务。 

4、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 

本次出售资产的所得款项将用于归还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因行业现状、公司产业布局规划等因素，出售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

产能未能充分释放，经营业绩未达预期，与公司整车业务的协同效应有限。本次

将以上零部件公司剥离出上市公司体系，也是公司聚焦核心业务，优化资源配置

和盘活低效资产的重要举措。 

2、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可以回笼部分资金，增强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本次

出售股权对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不产生影响，公司将继续保持家电制冷零部件和

新能源汽车业务共同发展的产业布局。 

3、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出售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根据本次股权定价以及

四家零部件公司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财务数据，预计给公司带来投资收

益 2,042.52 万元。由于存在股权转让过渡期收益归属安排，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八、当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6 日，公司与中植新能源存在关联方资金拆借，拆借余额

为 14.70 亿元，除该关联交易外，公司与中植新能源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九、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出售股权事宜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就出售子公司事宜，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



介机构，对出售企业进行了审计和评估。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定价以审计评估为

依据，定价公允；认为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是基于子公司经营现状及公司资金需

求而实施，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满足

公司发展需要；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十、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允和合理的原则，

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