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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20-39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优化产业结构，聚焦肉类主业发展，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与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投资”）、昌建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建集团”）分别签署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与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南双汇

地产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昌建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

3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分别向物流投资和昌建集团转让公司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

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地产”或“标的公司”）60%股权和 30%股权（以

下合称“本次股权转让”、“本次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鉴于物流投资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兴泰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且本公司部分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昌建集团担任董事职位，因此，物流投资和昌建集团均为本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控股子公司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万隆先生、万

宏伟先生、焦树阁先生和马相杰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4 票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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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了该项议

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所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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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物流投资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23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100750706555C，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为张太喜，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均为漯河市双汇工业园，经营范围为物流配送业投资；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冷藏车道路运输；普通货物仓储、包装、装卸；装卸和运输工具维

修；装卸和运输工具及配件批发、零售；仓库、装卸和运输工具租赁；物流技术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通过网络在第三方平台销售：计算机软

件及硬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打印机、电脑、办公用品、机械设备、通讯

设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车辆信息和货物信息的发布及销售；电子产品技术咨

询和服务；生鲜肉及冷冻生鲜肉、淀粉及淀粉制品、糖、食品添加剂、豆粕、土畜干鲜

品、乳制品、建筑装饰材料、包装材料、纸制品、电力设备、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类化学品）、农林牧产品、食用农产品、橡胶制品

销售；冷藏车、货车、冷藏机组、汽车蓄电池、轮胎、润滑油销售；再生资源回收（不

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历史沿革及财务情况 

物流投资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23 日，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物流投资由万通物流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兴泰集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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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投资主要业务为物流配送业务，其 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139,469.18 万元，

2018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139,702.70 万元，2019 年度主营业收入为 143,768.62 万元。

物流投资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稳定，以发展冷链物流为核心，建立了完善的冷藏物流

全产业链，以规模优势、网络优势、资金优势作为强大支持，凭借现代物流信息技术平

台，为客户提供优质、安全快捷的物流服务。 

根据漯河慧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慧光审字[2020]042 号）及物流

投资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的财务报表，物流投资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45,082.91 万元，净利润为 6,718.23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物流投资资产总额

为 45,859.06 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22,589.22 万元。 

3、关联关系 

物流投资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兴泰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物流投资为本公

司关联方。 

4、信用情况 

物流投资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昌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昌建集团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0007474417529，公

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赵建生，

注册地址为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昌建翡翠苑 11 号楼，办公地址为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

区金水东路 88 号楷林 IFC-D 座 10 楼，经营范围为企业总部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住宅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企业并购、重组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与服务；

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批发、零售，苗木花卉的种植与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及技术咨询与信息服务。 

2、历史沿革及财务情况 

昌建集团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1 日，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实际控制人为

赵建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昌建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漯河万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1.40% 

2.  漯河锦绣投资有限公司 26.33% 

3.  漯河华政融建商贸有限公司 10.75% 

4.  漯河昌同隆商贸有限公司 2.56% 

5.  北京三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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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漯河宇汇投资有限公司 2.12% 

7.  漯河巢京科技有限公司 2.12% 

8.  漯河雨辰投资有限公司 2.12% 

9.  漯河蕴裕商贸有限公司 2.12% 

10.  漯河宏益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2% 

11.  漯河庆福顺商贸有限公司 2.12% 

12.  漯河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2.12% 

13.  漯河桂华投资有限公司 2.12% 

14.  漯河荣海源商贸有限公司 2.12% 

15.  新余华坤致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2% 

16.  漯河三才商贸有限公司 1.82% 

17.  海南满平实业有限公司 1.44% 

18.  漯河建融商贸有限公司 1.18% 

19.  漯河锦晖投资有限公司 0.58% 

20.  漯河市紫方投资有限公司 0.58% 

总计 100.00% 

昌建集团主要业务为房地产项目开发，同时涉及物业管理、酒店业、商业商贸、建

筑装饰、园林绿化、健康养老、金融投资等行业，形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的完整上

下游产业生态链，其 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285,571 万元，2018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为 329,136 万元，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688,729 万元。昌建集团最近三年发展规模

不断扩大，主要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布局郑州、洛阳、信阳、漯河、海口、成都、扬州、

泰兴、芜湖、镇江等省内外二十多个城市，连续 7 年位居河南省民营企业百强，并在

2020 上半年跻身河南省房地产 10 强企业。 

根据漯河汇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漯汇审字[2020]号）及昌建集团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的财务报表，昌建集团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708,517.21

万元，净利润为68,072.08万元；截至 2020年6月 30日，昌建集团资产总额为 1,641,652.82

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129,192.68 万元。 

3、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万隆担任昌建集团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松涛、王玉芬、何科担任昌

建集团董事，因此昌建集团为公司关联方。 

4、信用情况 

昌建集团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双汇地产 90%股权，其中公司向物流投资转让 60%

股权，向昌建集团转让 30%股权。双汇地产的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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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00MA4429K434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6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松涛 

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 

办公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双汇地产 90%股权，昌建集团持有双汇地产 10%股权。 

实际控制人：兴泰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材料经销；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业地产建

设与管理。 

信用情况：双汇地产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漯河汇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漯汇审字

[2020]第 59 号）以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 61306196_R07 号），双汇地产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

计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5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235,416.76 0.00 

总资产 897,241,905.68        508,645,274.15   

总负债 799,964,065.98 414,112,962.39          

净资产 97,277,839.70 94,532,311.76         

利润表科目 2020 年 1-5 月 2019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52,121,871.16 0.00 

营业利润 25,270,510.45 -4,714,963.98 

净利润 18,961,855.89 -3,561,273.52 

合并现金流量表科目 2020 年 1-5 月 2019 年 1-12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71,054.11 -211,417,204.77 

 

（三）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股东及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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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前，本公司持有双汇地产 90%股权，昌建集团持有双汇地产 10%股

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物流投资持有双汇地产 60%股权，昌建集团持有双汇地产

40%股权，双汇地产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其他相关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占用性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额 

借款 170,000,000 

预付款 500,000 

合计 170,500,000 

根据公司与物流投资、昌建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物流投资和昌建集

团将促使标的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清偿该等款项。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双汇地产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事项。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河

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 90%股权所涉及的河

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20)第 12009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依据资产评估目的，结合被评估资产的特点

和采用的资产评估价值类型，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双汇地产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26,187.50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25,497.88

万元，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率为 2.63%，差异较小。 

由于双汇地产公司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时对其主要资产-

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所选用的收入成本等数据与收益法中未来预

测数据相等，二者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会基本趋向一致，但考虑到收益法中未来开发

进度及销售计划等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收益法估值的准确性，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

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双汇地产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即 26,187.50 万元。 

交易各方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基准并经协商确定，公司以人民币 15,712.50 万元的对

价向物流投资转让所持有双汇地产 60%的股权及该等股权相对应的权利、义务，以人民

币 7,856.25 万元的对价向昌建集团转让所持有双汇地产 30%的股权及该等股权相对应

的权利、义务。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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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河南

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

同》 

1、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出让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双汇地产 60%股权。 

3、转让价格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报告》确定的双汇地产净资产的评估值为基准，并经交

易双方协商后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15,712.50 万元。 

4、转让价款支付与工商变更登记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应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前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以电汇方

式汇至甲方书面指定收款的银行账户。自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甲乙双方应相互配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昌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双汇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南双汇地产有限公司 3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 

1、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出让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昌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双汇地产 30%股权。 

3、转让价格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报告》确定的双汇地产净资产的评估值为基准，并经交

易双方协商后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7,856.25 万元。 

4、转让价款支付与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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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应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前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以电汇方

式汇至甲方书面指定收款的银行账户。自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甲乙双方应相互配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六、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存在本公司股权变更。本次

关联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其它关联交易，亦不会产生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本次出售双

汇地产股权所得款项将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本次交易完成后，如公司与标的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将按照市场方式确定交易价格，以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七、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产业机构，聚焦肉类主业发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遵照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双汇地产任何股权。  

八、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2020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昌建集团（包含与昌

建集团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不存在关联交易情况；本公

司与物流投资（包含与物流投资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842,258.09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已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九、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 

（二）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目的符合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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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

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具有相关业务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与公司、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具有独立性。本次对交易标的股权的评估中，评估公司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

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选取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行业特

点和实际情况，评估结果公允的反映了本次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 

5、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

避了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 

十、 备查文件 

（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三） 公司与物流投资、昌建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四） 标的公司财务报表； 

（五）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六）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七）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