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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挂牌转让滨州市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 

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后，公司控股子公司鲁地投资持有力之源股权由70%变更为30%，

力之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对其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2.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500万元，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买结果确定，

交易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尚不明确。 

3.公司关联方不参与本次竞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截止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子公司为交易标的力之源提供借款余额及利息共

计16,106.5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按股权比例代交易标的偿还借款及利

息9,203.71万元，还款期限为不超过36个月，剩余借款余额及利息6,902.79万元

由力之源通过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或其他资金措施的方式进行偿还，还

款期限为不超过36个月，未来存在无法按期偿还借款的风险。 

5.按照鲁地投资本次转让力之源40%股权挂牌底价500万元计算，本次交易完

成后，鲁地投资预计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为710.28万元，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鉴于本次交易无法在2018年度完成，上述损益情况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无影

响。 

一、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概述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挂牌转让滨州市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的议

案》。 

根据国资委关于“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总体要求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鲁地投资）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滨州市力之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之源）40%股权。根据国有产权变动规定，公司

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2018】第1469号），并经山东地矿集

团有限公司履行完成国资评估备案程序。经评估，力之源40%股权对应评估价值

为-652,386.35元，本次挂牌转让力之源40%股权价格不低于500万元。本次转让

完成后，鲁地投资持有力之源股权比例由70%变更为30%，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本次交易是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股权，交易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

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尚不明确，公司关联方不参与本次竞买力之源股权，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挂牌转让的最终交易价格，按照有关证券监管规

定决定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转让交易标的为鲁地投资持有的力之源40%股权。 

（一）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滨州市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060436084X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5.法定代表人：孙卫东 

6.住所：滨州高新区青田办事处新八路以南、高六路以西 

7.成立日期：2013年01月15日 

8.经营范围：淀粉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葡萄糖浆）生产销售、果糖的

生产销售、啤酒专用糖浆的生产销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散装

食品；粮食收购；单一饲料（喷浆玉米皮、玉米蛋白粉）销售；生产销售：淀粉、

淀粉乳、乳酸、黄粉、胚芽、纤维、植物蛋白、粗蛋白、玉米浆、玉米杂、浸泡

液；生物技术的研发、咨询、转让；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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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0%；崔全海持股 18%；山东

君邦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李翠芳持股 2%。 

10.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18年9月30日为基准日对力

之源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滨州市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9月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18】020288号），力之源2018年1-9月份经审

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4,402.40 21,461.21 



负债总额 23,783.98 22,799.23 

净资产 618.42 -1,338.02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9月 

营业收入 4,392.75 0 

净利润 -9,745.63 -1,956.44 

其他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9月 30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437.60 3,227.66 

其他应收款 619.11 1,503.56 

合计 4,056.71 4,731.22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7,241.32 8,149.18 

或有事项 0.00 0.00 

（二）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2018】第1469号），评估对象为力之源的股东全

部权益，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其他

非流动资产及负债等，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由于力之源从2017年8月份停

产至今，未来生产经营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企业未来年度的收益和风险无法

进行准确的预测，故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另外，力之源属上市公司的下

属三级子公司，与力之源相关行业、相关规模企业的交易案例很少，和目前同行

业的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经营状态也不吻合，缺乏可比性，所以相关参考企业

和交易案例的经营和财务信息等资料难于取得，故市场途径不适用本次评估。本

次企业价值仅适用成本法评估。对力之源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力之源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1,630,965.88元。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725.81 6,725.85 0.04 - 

非流动资产 14,735.40 15,910.29 1,174.89 7.9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8,166.44 8,314.50 148.06 1.81 

在建工程净额 3,251.29 3,322.01  70.72 2.18 



具体评估报告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告《资产评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2018】

第1469号）。 

（三）交易价格 

力之源40%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652,386.35元，根据国有产权交易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价格不能低于经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值。根据力之源注册资本

结合本次评估结果，拟确定本次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500万元，最终交易价格根

据竞买结果确定。 

力之源股东崔全海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未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交易标的涉及诉讼及仲裁事项 

1.2016 年 5 月 9 日，原告浙江兴达活性炭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支付

货款 133,000元。经过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 

2.2016 年 5 月 9 日，原告滨州市富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

支付货款及质保金 48,360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 

3.2016年 5月 18日，原告上海艾克森集团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支付

货款 1,032,000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执

行阶段。 

4.2016年 8月 17日，原告山东迎春钢板仓制造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

支付货款 22,175 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

执行阶段。 

5.2017年 2月 26日，原告滨城区海川五金批发部起诉力之源，要求支付货

款 25,013 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执行阶

段。 

工程物资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1,258.83 2,214.94 956.11 75.95 

开发支出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60.95 60.95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97.89  1,997.89      

资产合计 21,461.21 22,636.14 1,174.93 5.47 

流动负债 22,799.23 22,799.23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22,799.23 22,799.23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338.02 -163.10 1,174.92 87.81 



6.2017年 4月 24日，原告北京天达京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

求支付货款 549,200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

入执行阶段。 

7.2017年 7月 27日，原告滨州红星钻井大队起诉力之源，要求支付工程款

67,905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执行阶段。 

8.2017年 8月 16日，原告淄博捷赛钢板仓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支付

货款 238,586元。经过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执行

阶段。 

9.2017年 8月 18日，原告安徽四通仪表电缆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支

付货款 76,658 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执

行阶段。 

10.2017年 12月 25日，原告山东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

支付货款 20,875 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

执行阶段。 

11.2018年 1月 2日，原告滨州市瑞晨防腐工程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

支付工程款 217,643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

入执行阶段。 

12.2018 年 1 月 22 日，原告南昌宝丰活性炭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支

付货款 86,000 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入执

行阶段。 

13.2018年 3月 5日，原告烟台麦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求

支付货款等 173,857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已进

入执行阶段。 

14.2018年 4月 30日，原告山东远洋建设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起诉力之源，

要求支付工程款 141,101 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诉，

已进入执行阶段。 

15.2018 年 6 月 26 日，原告淄博豪迈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起诉力之源，要

求支付设备及安装款 29,534 元。经过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胜

诉，已进入执行阶段。 

16.浙江华章科技有限公司诉力之源合同纠纷案件，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力之

源支付货款 787,400.00 元并退还投标保证金 30,000.00 元；支付延期付款违约

金 77,826.25元。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判决结果未确定。 

17.山东阳信敏瑞工贸有限公司诉力之源合同纠纷案件，请求法院判令力之

源支付劳务费 144,723.15元，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判决结果未确定。 



除上述事项外，力之源不存在其他未执行诉讼与仲裁事项。 

（五）公司为交易标提供担保情况及解决措施 

1.公司为力之源提供担保情况 

贷款单位 借款总额 借款原因 借款日期 到期日 借款余额 担保方式 

长城国兴

融资租赁 
6000 万元 

补充流动

资金 
2016-7-22 2019-7-21 1200 万元 连带责任担保 

2.解决措施 

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进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拟继续为力之源上述借款

提供担保，交易对方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 

（六）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借款情况及解决措施 

1.公司子公司鲁地投资为标的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单位：万元 

发生原因 发生时间 利率 借款余额及利息 

补充流动资金 2017 年 6.76% 6,589.73 

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7.47% 9,353.79 

代扣代缴职工社保公积金 2018 年 
 

8.62 

合计 
  

15,952.14 

2.公司子公司宝利甾体为标的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单位：万元 

发生原因 发生时间 利率 借款余额及利息 

补充流动资金 2016-2018 年 
 

154.36 

3.解决措施 

截止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子公司为交易标的力之源提供借款余额及利息共计

16,106.5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按股权比例代交易标的偿还借款及利息

9,203.71万元，还款期限为不超过36个月，剩余借款余额及利息6,902.79万元由

力之源通过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或其他资金措施的方式进行偿还，还款

期限为不超过36个月。 

力之源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不具备一次性偿还公司借款的能力，存在无法按

时归还借款的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提供力之源借款主要用于其生产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还款期限36个月，有助于力之源改善生产经营，提高盈利能力。

公司将积极敦促力之源和受让方通过其他融资方式改善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归还

公司借款。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与受让方及标的公司签署相关还款协议，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在确定交易对方后签署交易协议，最终转让价格、支出



款项、交易标的的交付情况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无法确定。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全权办理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宜，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四、股权转让涉及的其他事项说明 

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情况。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力之源属于玉米初加工产业，主要产品为麦芽糖、葡萄糖、果糖和淀粉乳，

受国家环保政策和产品市场饱和等各方面影响，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同时市场占

有率低，近两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2017】20号文

关于多措并举盘活企业资产，规范清理低效资产的实施意见，结合公司未来发展

战略，公司本次转让力之源40%股权，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

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聚焦核心产业，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鲁地投资持有力之源股权比例由70%变更为30%，力之源将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对其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按照鲁地投资本

次转让力之源40%股权挂牌底价500万元计算，本次交易完成后，鲁地投资预计可

能获得的投资收益为710.28万元，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鉴于本次交易无法在

2018年度完成，上述损益情况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无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挂牌转让力之源40%股权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

供公司盈利能力。 

标的资产力之源目前不具备偿还借款能力，公司拟定的还款措施有助于力之

源通过改善盈利能力偿还借款及利息，未来亦存在无法偿还借款的风险。截止本

公告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财务资助。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所聘任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一致，评估价值公允，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符

合相关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改进和优化资产结构，稳健财务状况，通过

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受让方按股权比例承担力之源对上市公司借款，符合深交所《上市

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相关借款利润定价公允。标

的公司力之源存在无法偿还借款的风险，本次还款计划有利于标的公司通过改善

经营能力，化解债务违约风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资产评估报告书》（东洲评报字【2018】第1469号）； 

（四）《滨州市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9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中审亚太审字【2018】020288号）。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