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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安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 

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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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交易无重大交易风险。 

●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柴动力”）拟与安徽

全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柴集团”）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安徽全柴天和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机械”）增资 10,431.03 万元。公司以全柴动力

实型铸造厂除厂房土地以外的资产以及与其相关的债务等注资天和机械，经评估

折合成人民币后，增资金额为 9,179.31万元。 

●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不同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 1次，并已履行有关披露义务，除此以外，无其他与本次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拟与全柴集团按持股比例同

比例对天和机械进行增资。公司以全柴动力实型铸造厂除厂房土地以外的资产以

及与其相关的债务等注资天和机械，全柴集团以货币方式增资。公司增资比例约

为 88%，经评估折合成人民币后，增资金额为 9,179.31 万元；全柴集团增资比

例约为 12%，增资金额为 1,251.72 万元。两位自然人股东不参与本次增资。增

资后，天和机械股权结构如下：公司出资比例为 87.82%，全柴集团出资比例为

11.68%，技术人员持有 0.50%股权。天和机械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鉴于全柴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公司和全柴集团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



止，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除已履行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因此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全柴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4.32%。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全柴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415278051XU 

法定代表人：谢力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襄河镇吴敬梓路 788号 

注册资本：23,1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7 年 8月 7日 

经营范围：投资。与内燃机配套的农机产品、农用汽车、管件接关（塑材、

铜材及铸铁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机械、电子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工

程机械、备品备件、劳保用品。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的制造销售及相关的技

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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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全椒县人民政府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柴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25,739.23 万元，

净资产 324,073.12 万元。2017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 319,487.48万元，净利润

为 8,878.36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天和机械 

天和机械成立于 2008 年 7 月，注册资本 29,500 万元，主营范围为汽车、

工程机械、农业装备、柴油机、汽油机、机床及相关零部件、工装模夹具设计，

铸造、制造、销售等。现有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天和机械股权 25,888.5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87.76%；全柴集团投资 3,411.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1.56%，技



术人员持 200 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0.68%。天和机械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天和机械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8,767.53 万元，负

债总额 11,679.93 万元，净资产 17,087.60 万元。2017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1,206.07万元，净利润为-1,481.70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天和机械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0,291.59 万元，

负债总额 10,093.19 万元，净资产 20,198.40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1,811.34万元，净利润为-1,384.36万元。 

近两年来，天和机械生产经营在产能、品质方面均有较大、稳定提升，同

时积极开拓外部市场。铸件品种由原来单一生产公司内部缸体类产品，逐渐开发

了制动鼓、变矩器、飞轮壳等新产品，天和机械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二）全柴动力实型铸造厂 

全柴动力实型铸造厂是公司下属事业部，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经济开发

区纬三路。目前已完成投资 2.21 亿元，建成厂房 6 万平方米，形成年产 3.5 万

吨消失模缸盖铸件及出口铸件的生产能力。公司经过近多年对消失模铸造技术的

引进、消化和吸收成功研发了多种薄壁复杂类铸件，主要包括：发动机缸盖、缸

体，飞轮罩壳、离合器罩壳，阀体、阀盖，涡轮增压器壳体，压缩机方面的铸件

等。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全柴动力

实型铸造厂资产、负债（净资产）进行评估，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

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非

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和其他非流动资产。评估范围

内的负债均为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和其他应付款。评估机构本着

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上述资产、负债（净资产）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20353 号）。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范围内全柴动力实型铸造厂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0,125.73万元，评估价值为 9,861.39万元，减值额为 264.34万元，减值率为

2.6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682.08 万元，评估价值为 682.08 万元，无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9,443.65 万元，评估价值为 9,179.31万元，减值额为 264.34

万元，减值率 2.80%。于评估基准日 2018年 9月 30日，评估范围内全柴动力实

型铸造厂资产、负债（净资产）评估值为 9,179.31 万元人民币。 



评估范围内公司实型铸造厂资产、负债（净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无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背景及增资方式 

天和机械和实型铸造厂均是生产发动机相关铸件产品，在原材料的供应和生

产工艺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对产品的技术参数、质量标准等要求以及内部

管理方面也有诸多共同点，鉴于此，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整合内部产业链，做

大做强铸造产业，公司拟将实型铸造厂除厂房土地以外的资产以及与其相关的债

务等注资天和机械。控股股东全柴集团为支持下属企业的发展，以货币方式按持

股比例同比例增资。 

（二）增资金额及增资价格 

公司与全柴集团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天和机械进行增资，公司增资比例约为

88%，通过上述评估结果折合成人民币后，增资金额为 9,179.31万元；全柴集团

增资比例约为 12%，增资金额 1,251.72万元。两位自然人股东不参与本次增资。 

天和机械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17,087.60 万元，股本

25,000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0.68元。经与全柴集团协商，本次增资价格为每股

1.00元。 

（三）增资后的股权比例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和机械注册资本由 29,500万元变更为39,931.03万元。

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股东名称 

原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 增资后注册资本 

股东 

出资额 

出资占 

比（%） 

新增注 

册资本 

交易  

价格 

出资额 

累计 

出资占 

比(%) 

全柴动力 25,888.50 87.76 9,179.31 9,179.31 35,067.81 87.82 

全柴集团 3,411.50 11.56 1,251.72 1,251.72 4,663.22 11.68 

技术人员（梁守友先

生、詹先锋先生） 
200.00 0.68 - - 200.00 0.50 

合  计 29,500.00 100.00 10,431.03 10,431.03 39,931.03 100.00 



天和机械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增资，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扩大天和机械的业务

规模，对天和机械未来的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符合上市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长远利益。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安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谢力先

生、汪国才先生和黄长文先生均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6票，反

对 0票，弃权 0票。 

（二）监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七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控股子公司安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监事姚兵先生对

该议案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且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标准，

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委托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全柴

动力实型铸造厂资产、负债（净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机构本着独立、公正和客

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评估范围内资产、负债（净资产）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我们对评估结论无异议。 

3、公司和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天和机械增资，有利

于子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所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

事谢力先生、汪国才先生、黄长文先生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因此，

我们同意该议案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3月 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七届七次董事会、六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安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与



全柴集团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天和机械以货币方式增资 4,500万元。公司增资比

例约为 88%，增资金额为 3,960 万元；全柴集团增资比例约为 12%，增资金额为

540万元。两位自然人股东不参与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3月 30日

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全柴动力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安

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8-017）。 

八、备查文件 

（一）全柴动力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全柴动力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意见； 

（五）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