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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

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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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康盛股份、上市公司、

本公司、公司 
指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 指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中植新能源 指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拟以其持有的富嘉租赁 40%的股权与中植新能源持

有的中植一客 100%的股权进行置换，置换差额部分由上市公

司以现金方式向中植新能源予以支付。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中植一客 100%的股权 

标的公司 指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置入资产 指 中植新能源持有的中植一客 100%的股权 

置出资产 指 上市公司持有的富嘉租赁 40%的股权 

交易对方 指 中植新能源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国泰君安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仁盈律师 指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置入资产评估机构、坤

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置出资产评估机构、万

隆评估 
指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选定的基准日，即

2017年12月31日 

交割日、重组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完成过户至上市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资产

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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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其持有的富嘉租赁 40%的股权作为置出资产，与

中植新能源持有的中植一客 100%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协商，中植一客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60,000.00 万元，富嘉租赁 100%股

权的交易作价为 148,000.00 万元。由此，置换交易差额对价为 800.00 万元，上

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中植新能源补足。 

二、交易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中，万隆评估对富嘉租赁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

行评估，并最终选定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富嘉租赁的评估结论。根据万隆评估出

具的万隆评报字（2018）第 1276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拟置出资产股东权益评估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拟置出资产 评估值 
母公司账面净

资产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富嘉租赁 100%

股东权益 
147,140.00 51,407.56 95,732.44 186.22% 

富嘉租赁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147,140.00 万元，较标的公司母公司账面

净资产增值 95,732.44 万元，增值率为 186.22%。交易各方经协商一致确定富嘉

租赁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48,000 万元。 

（二）拟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中，坤元评估对中植一客采用资产基础法、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进

行评估，并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中植一客的评估结论。根据坤元评估出

具的坤元评报（2018）272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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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拟置入资产 评估值 
母公司账面净

资产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中植一客 100%

股东权益 
60,859.56 43,763.81 17,095.75 39.06% 

中植一客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60,859.56 万元，较标的公司母公司账面

净资产增值 17,095.75 万元，增值率为 39.06%。交易各方经协商一致确定中植一

客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60,000.00 万元。 

三、业绩承诺及应收账款补偿安排 

鉴于，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中植一客 100%股权的评估结

论，因此交易对方未对中植一客做出业绩承诺。 

为保障标的公司应收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能够及时收回，中植新能源对标的

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应收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85,332.83 万元）作出差额垫

付承诺。 

截至 2019 年末，上市公司应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的应收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回收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中植新能源应在《专

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缴纳未能收回的差额部分作为履

约保证金，直至对应的应收账款收回后予以退还。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中植

一客应付中植新能源资金拆借款项本息合计为 117,883.70 万元，中植新能源承诺

在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充裕的前提下逐步收回相关拆借款项。为保证本

次交易应收账款补偿义务的履行，中植新能源承诺在足额缴纳应收账款履约保证

金之前为中植一客提供的资金拆借款项余额不得低于 40,000.00 万元。若中植新

能源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履约，上市公司有权从中植新能源为中植一客提供的资金

拆借款项余额中按对应金额直接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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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批准或授权 

2018 年 6 月 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8 年 8 月 2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调整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并继续推进的议案》。 

2018 年 9 月 7 日，富嘉租赁做出董事会决定，同意股东康盛股份将其持有

的富嘉租赁 40%股权转让给中植新能源，股东朗博集团签署承诺自愿放弃本次股

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018 年 9 月 7 日，中植新能源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将其持有的中植一客

100%的股权与康盛股份持有的富嘉租赁 40%股权进行置换，以及签署《资产置

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 

2018 年 9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8 年 9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交易涉及经营者集中审批情况 

根据《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申办事项材料接收单》（公文号：

084002181012625），商务部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预受理康盛股份收购烟台舒驰、

中植一客的经营者集中案件。2018 年 3 月 19 日，上市公司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

出具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商反垄初审函[2018]第【103】号），具

体内容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初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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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决定，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两家公司股

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

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二、本次交易的交割 

（一）置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8 年 9 月 27 日，成都市龙泉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了准予变更

（备案）登记通知书（（龙泉驿）登记内变（备）字[2018]第 003360 号），准予

中植一客股权变更。本次变更完成后，康盛股份持有中植一客 100%股权。 

（二）置出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8 年 10 月 18 日，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外商投

资公司变更登记[2018]第 10180002 号，准予富嘉租赁股权变更。2018 年 10 月

19 日，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核发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通

开发行审备 201800227），同意富嘉租赁股权变更备案。本次变更完成后，中植

新能源持有富嘉租赁 40%股权，康盛股份、朗博集团分别持有富嘉租赁 35%、 

25%股权。 

（三）差额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差额对价为 800.00 万

元，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中植新能源支付全部

差额对价。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差额对价尚未支付。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上市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

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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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2018 年 9 月 7 日，康盛股份与中植新能源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协议双方

按照协议的约定已履行或正在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本次交易中，相关各方对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等方面做出

了承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按照承诺内容履行相关义

务，未发生违反承诺的行为。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交易的后续主要事项如下： 

（一）本次交易双方继续履行《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

协议内容； 

（二）相关承诺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各项承诺。 

上述后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风险

或障碍。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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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康盛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策、审批以及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均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

形。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更换的情形。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作出的

相关承诺事项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7、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

重大风险或障碍。 

8、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二、法律顾问意见 

经核查，仁盈律师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方案符合《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经依法取

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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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已根据《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等

相关协议的约定实施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交割。交易对方已履行完毕置入资产

交付义务，上市公司已履行完毕置出资产交付义务。上市公司尚需依据《资产置

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的约定，于《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中植新能源支付全部差额对价 800.00 万元。 

4、上市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5、上市公司未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调整。未来若因业务需要，

对须更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在遵循证监会、深交所和《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备义务。 

6、上市公司不存在其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本次

交易各方所出具的相关承诺中，除部分承诺因该等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或者承

诺期限未到，有待将来承诺人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外，其他承诺均已履行完毕或在

履行中，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8、本次交易未尽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

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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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之签章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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