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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城建隧桥 1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信息”）拟

将持有的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隧桥”）10%的股权

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集团”），转让价款为

4,5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金智集团将持有城建隧桥 30%股权，金智信息不再持

有城建隧桥股权。 

因金智信息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金智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超过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5%

以上并未超过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交易累计计算原则，公司与金智集团及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超过公

司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018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金

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城建隧桥 10%股权的议案》。在该事项表决时，董事徐

兵、叶留金、贺安鹰、朱华明、吕云松因作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

的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11577129877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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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5年 4月 21日 

注册资本：11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兵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号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与管理、风险投资、实业投资；企业收购与兼并；

工业自动化、智能化系统工程及相关产品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施工；计算机

软硬件的开发与服务；工业信息技术设计、开发和服务；水果的种植、初加工和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经上海普道兢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金智集团 2017

年末资产总额 547,394万元，净资产 225,450 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316,751 万

元，净利润 18,730万元。 

关联关系：金智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8,939.587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9%。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为金智信息持有的城建隧桥 10%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

在资产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以上拟转让的城建隧桥 10%的股权为金智信息 2014年 9月与金智集团共同参与

投资城建隧桥取得，其中,金智信息出资 716.726万元受让了城建隧桥原自然人股东

王霆持有的城建隧桥 10%的股权，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2、城建隧桥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102756856781T 

（3）成立日期：2003年 12月 08 日 

（4）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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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定代表人：李志来   

（6）注册地点：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56号   

（7）经营范围：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管理、维修和养护；道路清障；工程结

构诊断与改造；智能监控；物业管理；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及养护；市政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

机电设备、办公设备销售；工程信息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新能源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网络工程

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汽车充

电服务；工业自动化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各类广告（许可证的经营项目除外）；机电设备及工程机械租赁；停车场服务

（限分支机构经营）。 

（8）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城建隧桥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400 70% 1400 70% 

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 400 20% 600 30% 

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200 10%   

合计 2000 100% 2000 100% 

（9）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年 11月 30日/ 

2018年 1-11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732,875.33 194,607,291.12 

负债总额 43,318,768.49 44,352,703.68 

应收款项 1,577,228.68 3,533,934.87 

净资产 121,414,106.84 150,254,587.44 

营业收入 157,297,592.94 145,730,0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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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45,497,666.69 54,015,843.12 

净利润 32,930,730.12 42,012,78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874,702.32 29,584,720.78 

3、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对金智信息

持有的城建隧桥 10%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拟转让所持有的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股权事宜涉及的南京城建

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

第 40169号）。其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基准日：2018年 11月 30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本报告评估结论取收益法结果）。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结论：经评估，城建隧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4,500.00 万

元。据此，公司持有的城建隧桥 10%股权账面值 716.726万元，评估值 4,450 万元，

评估增值 3,733.274万元，增值率 520.88%。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金智信息将所持有的城建隧桥10%的股权（其中认缴出资额200万元，实缴出

资额200万元）转让给金智集团，股权转让的对价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2日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8）第40169号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值协商确

定，股权转让价款共计4,500万元。 

2、双方同意附属于上述所转让股权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城建隧桥未分配

利润分配权等相关债权债务）同步转让。 

3、金智集团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向公司付清股权转让款。 

4、依据本协议约定而办理股权转让中所需支付的税费由双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各

自承担。 

5、双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股权转让款总额5%



 

证券代码：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3 

 5 

的违约金。 

6、金智信息与金智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

署，并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交易事项后生效。 

五、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拟转让城建隧桥10%股权的定价依据为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10%股权事宜涉及的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40169号）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

公平协商确定。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没有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主要为：金智信息基于业务发展考虑，需要通过出售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的方式增加公司经营资金供给，适当控制银行借款规模和财务费用、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同时，金智集团在梳理对外投资过程中也希望能集中持有城

建隧桥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金智信息将获得投资收益约 3783.27 万元，因公司持有

金智信息 85%的股权，公司净利润预计将因此增加约 2733.42万元，约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7.81%。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智集团将持有城建隧桥 30%股权，金智信息不再持有城建

隧桥股权。公司与城建隧桥在智慧城市业务领域的合作不因此受到影响。 

金智集团财务状况良好，具备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能力。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18 年度公司与金智集团控股子公司南

京金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视讯”）、南京致益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致益联”）、南京康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厚置业”）发生日常



 

证券代码：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3 

 6 

性关联交易额度为 7,600万元。截止本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为 1,911.75万元，均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内。 

此外，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于 2018年 6月将北

京 4 套房产出售给金智集团，交易金额 3,308.16 万元。2018 年初至本披露日，金

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金智视讯、康厚置业向公司租赁办公用房，租金为       

152.82万元。本次公司拟向金智集团转让城建隧桥 10%的股权，交易金额 4,500万

元。根据交易累计计算原则，上述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超过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5%，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董事会前，认真阅读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文件，事

前认可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经认真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系金智

信息通过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方式增加公司经营资金而做出，有利于适当控制

银行借款规模和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具有合理性和

必要性。本次交易定价是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东大金智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股权事宜

涉及的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

评报字（2018）第 40169号）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公平协商确定。交易公平合

理，定价公允，不存在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

此，同意金智信息向金智集团转让城建隧桥 10%股权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城建隧桥 10%股权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城建隧桥 10%股权的独立意见； 

4、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拟转

让所持有的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股权事宜涉及的南京城建隧桥

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1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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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智信息与金智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