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新金路     股票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20—40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一）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优化

公司产业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金泓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泓”）与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合维德”）股东魏忠发、胡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魏

忠发、胡华拟将其合计持有的成都合维德 100%股权转让给成都金泓，股

权转让价款经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2,271.66 万元。 

（二）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姓名：魏忠发 

身份证号码：51012719650126****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胥家镇**  

2.姓名：胡华 

身份证号码：51012719630101****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胥家镇**  



  

魏忠发、胡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系魏忠发、胡华合计持有的成都合维德 100%股

权，其中魏忠发持有成都合维德 90%股权，胡华持有成都合维德 10%股权。 

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577395465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魏忠发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 7月 25日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 

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机械设备、机电产品、矿产品、建材、五

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办公设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等。 

2.股东情况：自然人魏忠发持股 90%，胡华持股 10% 

3.投资情况 

截止目前，成都合维德持有南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南

江农信社”）5,886,000股，持有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凉山农商行”）18,782,609.18 股。南江农信社，凉山农商行基本

情况如下： 

（1）南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9ad8fe5bfa0e58f91/76fa7e7e-ea77-4e8f-a164-b5ce7568e58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92270917776XA 

类型：股份合作制 

法定代表人：李季 

注册资本：39480.16302 万元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南江镇红塔大道 66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

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根据对方提供的资料，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南江农信社实现资

产总额 1,146,622.68 万元，负债总额 1,078,921.84 万元，净资产

67,700.8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5,754.49 万元，净利润

6,151.48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南江农信社实现资产总额

1,249,776.47 万元，负债总额 1,179,946.18 万元，净资产 69,830.29 万

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2,521.77 万元，净利润 5,633.78 万元。 

（2）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00MA62H0272W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杰 

注册资本：1296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西昌市三岔口东路 470 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

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收

付款及代理保险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69d8ee5ada3/76c40c59-a4e6-4075-ab8f-4fed806049c5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8898e69db0/1bdb1961-0c37-4d6b-be01-07fb4de0ebbb


  

根据对方提供的资料，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凉山农商行实现资

产总额 6,188,109.56 万元，负债总额 5,875,966.75 万元，净资产

312,142.81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3,499.61 万元，净利润

45,699.33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凉山农商行实现资产总额

6,796,257.18 万元，负债总额 6,459,076.78 万元，净资产 337,180.39

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5,508.47 万元，净利润 36,324.81 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4.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成都合维德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成都合维德

商贸有限公司 2018 年-2020年 5 月审计报告》【报告号：川华信审（2020）

第 0446号）】，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5 月 31日 2019 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38.40 4,342.77 4,073.70 

负债总额  3,548.18 3,396.51 2,987.25 

净资产  790.22 946.26 1,086.45 

净利润  -156.03 -140.19 -308.65 

注：成都合维德自成立至今未开展经营业务，无营业收入。 

5.公司与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其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成都合维德主要资产为持有的南江农信社及凉山农商行股权，根据上

述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基准日 2020年 5月 31 日，成都合维德资产总额为 4,338.40 万元（其中，



  

南江农信社投资账面价值 650 万元，凉山农商行投资账面价值 3,405.24

万元），负债总额 3,548.18万元，净资产 790.22万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凉山农商行 2019 年

年度审计报告，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凉山农商行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37,180.39 万元，成都合维德持有其 18,782,609.18 股，占其总股本的

1.45%，对应的净资产额 4,886.67万元，较投资账面价值 3,405.24万元

增值 1,481.43 万元；除此之外，成都合维德其余资产及负债均按经审计

账面价值计算。成都合维德按照所持凉山农商行股权对应其 2019 年末审

计的公允价值调整后，成都合维德净资产为 2,271.66 万元。经协商，双

方同意以调整后的净资产作为定价，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271.66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柒拾壹万陆仟陆佰元整）。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成都合

维德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2020 年 5月审计报告》，截止基准日 2020 年

5 月 31日，成都合维德存在其他应收款 2,809,935.85 元，为维护公司利

益，双方同意，公司在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中对上述其他应收款

2,809,935.85 元先予以扣除，该应收款由魏忠发、胡华负责进行清收，

待收回后公司再予以支付。 

五、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是一家依法成立

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实缴注册

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持有南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 5,886,000股，

均已实缴；持有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8,782,609.18 股，

均已实缴。 

魏忠发（以下简称“甲方”）、胡华（以下简称“乙方”）、成都金

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三方同意由丙方按本协议约定



  

受让甲方所持目标公司 90%股权和乙方所持目标公司 10%股权。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各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款 

（一）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基

础。经协商，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271.66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柒拾壹万陆仟陆佰元整），其中甲方所持目

标公司 90%股权及所有相关附属权益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044.494

万元，乙方所持目标公司 10%股权及所有相关附属权益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227.166 万元。 

（二）前述股权转让价款分二期支付： 

1、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本协议成立并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丙方

将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0%即人民币 1,135.83 万元按其各自转

让前持股比例分别支付给甲方和乙方，其中向甲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

价款为人民币 1,022.247万元，向乙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113.583万元。 

2、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本协议第四条项下有关变更登记、移交等

所有工作已按约定办理完毕且丙方依法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代扣代缴税

费后三个工作日内，丙方将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总额的剩余 50%扣除丙

方依法代扣代缴的税费金额和目标公司应收款等债权金额后的余额支付

给甲方和乙方，其中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022.247 万元-

丙方为甲方代扣代缴税费金额-目标公司应收款等债权总额×90%，向乙方

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13.583 万元-丙方为乙方代扣代缴税费金

额-目标公司应收款等债权总额×10%。 

前述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中，1）丙方依法代扣代缴的税费全额计入

丙方已付股权转让价款；2）前述按目标公司应收款等债权总额分别先予



  

扣除的相应股权转让价款，待目标公司全额收回前述应收款等债权后再相

应分别支付给甲方和乙方。 

第二条 权益安排 

（一）目标公司于基准日（即 2020年 5月 31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如有）由丙方享有。 

（二）目标公司于基准日（即 2020年 5月 31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日期间的损益，由丙方享有和承担，但因甲、乙任一方违反声明、保证

及其它约定所造成目标公司的支出、损失及其它负担，概由甲、乙双方共

同承担并在 5日内以等值现金补偿丙方（甲、乙双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条 过户移交 

（一）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成立并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

权过户至丙方名下，且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均由丙方指定人员出任，并办理完毕工商及其它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丙

方予以配合。 

（二）甲方、乙方应于本协议成立并生效后二日内将目标公司移交丙

方并由丙方全权负责公司经营和管理，同时向丙方完成移交包括但不限

于： 

1）目标公司的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银行账号密码、全部支

票及密码器、全套财务账簿和其它证照文件（均应移交所有正、副本原件）； 

2）目标公司所持南江农信社、凉山农商行股权的股权证、股金认购

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批准（批复）文件等相关资料（均应移交所有正、

副本原件）； 

3）目标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定代表人章等公司全部印章； 

4）目标公司的货币资金和其它资产及其权属文件、钥匙开关等； 

5）目标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等资料及相关合同、协议及其它文件等； 

6）目标公司其它资产。 



  

上述移交完成后，甲方和乙、丙方应共同签署书面交接文件。该书面

交接文件经甲、乙、丙三方签署确认，方视为完成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及

资产移交。 

（三）本条第（一）、（二）款项下有关变更登记、移交等所有工作

按约定完成且无违约情形，方视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四）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的过渡期内，目标公司支出资金、处置资

产、缔约承诺等所有行为，均须事先经丙方书面同意（或事先经丙方授权

代表签字确认）后方可施行，否则目标公司由此产生的支出、损失及其它

负担，概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并且在 5日内以等值现金补偿丙方（甲、

乙双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条 声明与保证 

（一）甲方、乙方特此共同声明并保证如下： 

1、甲方、乙方拥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权利和行为能力，并保证履

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并且甲方、乙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与其应遵守

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或其作为一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其他

合同或法律文件不存在矛盾和抵触。 

2、目标公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解散、清算或终止的情形，并且目标公司已就其业务经营或对外投资

所涉及的任何事项或行为获得相关的所有特许、执照、许可、批准、豁免、

同意、授权、登记或备案。 

3、甲、乙双方已按照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实缴目标公司注册资

本，不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况，也不存在占用目标公司资产或损

害目标公司利益的情形。 

4、甲乙双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均合法有效，其股权权属不存在任何

争议，亦不存在股权代持、转让、赠与、质押等处分股权的情形，甲乙双

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行使、收益和处分等各项权利未受到任何限制； 



  

5、目标公司所持南江农信社、凉山农商行股份均已实缴，且入股资

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使用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的情形，

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它情形； 

6、目标公司所持南江农信社、凉山农商行股份均合法有效，其股份

权属均由目标公司完整享有，不存在任何争议，亦不存在股权代持、转让、

赠与、质押等处分股份的情形，目标公司所持南江农信社、凉山农商行股

份的行使、收益和处分等各项权利未受到任何限制； 

7、目标公司所持南江农信社、凉山农商行股份及其全部权益均由目

标公司享有，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持有股份的情形，目标公司与南江

农信社、凉山农商行其他股东均不构成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 

8、目标公司不构成南江农信社、凉山农商行的主要股东，本次股权

转让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无需向监管机构履行审

批、许可或备案等任何手续。 

9、目标公司成立至今未开展任何业务经营，亦未聘用员工，不存在

任何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除目标公司对达州仁君商贸有限公司的应付款

合计人民币 35,481,811.59 元外，目标公司不存在其他债务及或有负债，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行政和刑事处罚和其它债务，甲乙双方提供的

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资料反映了目标公司在相关报表日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的财务状况； 

10、目标公司现有债权债务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虚构债权债

务或损害目标公司合法权益的其它情形，对于目标公司所享有的债权，由

甲方、乙方负责进行清收并确保及时足额收回，且在本协议项下第二期股

权转让价款中先予扣除，待目标公司全额实现前述债权后再行支付；  

11、目标公司资产已通过合法程序归于目标公司所有或由目标公司拥

有可正常使用的权利，并且在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将继续合法拥有或行

使上述权利； 



  

12、目标公司财务制度、账册凭证、发票使用以及税务申报扣缴等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拖欠税款、迟缴税款、逃税漏税或其

他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而被公开调查或处罚或可能被公开调查或处

罚的情形； 

13、甲方、乙方及目标公司向丙方提供的信息与资料均是真实、准确

和完整的，并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且目标公司

亦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或可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任何有权机

关的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14、目标公司于基准日（即 2020年 5 月 31日）至本协议签署日期间

未发生任何支出，不存在任何支出和新增债务，无对外担保及其它或有债

务，也不存在损害或可能损害目标公司合法权益或者导致标的股权价值贬

损的其它情形。 

（二）在本协议签署后，无论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是否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和/或丙方是否已向甲方、乙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甲方、乙方

均应共同负责完成如下事宜，并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1、目标公司于基准日及基准日前所负有且未在有关财务报表中披露

的全部实有债务及或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未在前述财务报表中披露但因

基准日及以前的事项所引致而发生于基准日后的实有债务及或有债务，均

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 

2、如因甲方和/或乙方违反任一声明、保证或承诺，或因甲方和/或

乙方未披露的事项，或因目标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的事项造成目标公

司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权利限制或其它损失损害的，均由甲方、乙方

负责共同解决及承担后果； 

3、若目标公司因前述任一事项履行了支付义务或遭受损失，甲、乙

双方应共同在 5 日内以现金等额补偿丙方（甲、乙双方对此承担连带责



  

任），若不足以弥补丙方所受损失的，还应连带赔偿因此给丙方造成的全

部损失。 

（三） 丙方声明与保证 

1、丙方拥有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的权利和行为能力，并保证履行本协

议约定的各项义务。 

2、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一）如果任何一方未全面适当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或者违反

声明、保证或承诺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其他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 

1、一方因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2、一方为减少或弥补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3、一方为追诉违约方责任而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法律

费用。 

（二）甲方和/或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经丙方催告后未在限期内纠

正的，丙方可以单方行使解除权的方式解除本协议，并且甲方和乙方应连

带赔偿丙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三）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经甲方和乙方共同催告后未在限期内纠

正的，甲方和乙方可以共同行使解除权的方式解除本协议，并且丙方应赔

偿甲方和乙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四）若本协议解除或终止的，甲方和乙方均应在 5日内将丙方已付

股权转让价款（含丙方代扣代缴的税费）全部无条件返还丙方（甲、乙双

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六、涉及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等问题，也不存在债务重组等情

况，交易完成后公司与关联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成都合维德持有南江农信社5,886.000.00股，持有凉山农商行

18,782,609.18股，公司通过收购成都合维德的100%股权，实现对上述两

家银行的持股，上述两家银行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符合公司转型升级战略

发展要求，本次收购，目的在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业务领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综合金融

服务能力得以提升，有利于推动公司实体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协同发展，形

成产业与资本良性互动，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 

八、可能面临的风险 

成都合维德自成立至今未开展经营业务，主要资产为持有上述两家银

行股权，由于银行自身运营存在信用、不良贷款、支付结算等风险，若未

能有效控制运营风险，可能对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 

九、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升公司整体

竞争力，收购完成后，公司业务领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综合金融服务能

力得以提升，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同意此次股权收购事宜。 

十、备查文件 

（一）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成都

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2020年5月审计报告》 

（二）《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年七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