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厦门

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港务”、“公司”或“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对厦门港务本次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湖

山码头公司”）注册资本为 4,000.00 万元，公司出资 204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集团”）

出资 1,96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 

为打造“统一规划、集中运营、资源共享、管理高效”的散杂货码头投资运

营平台，充分发挥公司散杂货业务内部协同效应与对外整体竞争能力，进一步优

化公司股权结构与财务绩效，公司拟以所持厦门海隆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隆码头公司”）100%股权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20,873.71 万元、控股集团拟以所

持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鸿码头公司”）100%股权全部权益

评估价值为 31,753.61 万元，共同增资石湖山码头公司的方式，进行散杂货码头

股权层面的整合。本次增资行为完成后，石湖山码头公司注册资本由 4,000.00

万元变更为 95,000.00 万元，公司持有石湖山码头公司股比调整为 65.08%，控股

集团持有石湖山码头股比调整为 34.92%，海隆码头公司和海鸿码头公司将成为

石湖山码头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与控股集团目前尚未正式签署协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港北路 31 号港务大厦 25 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东港北路 31 号港务大厦 25 楼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3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26013542XA 

经营范围：一、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二、对涉及港口、码头、

物流、信息、房地产、酒店、物业、旅游、贸易、水产品加工等产业或行业的企

业进行投资；三、依法为投资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利用各种渠道筹措资金自主进

行投资；四、对银行、信托、担保、保险等金融服务及证券类企业进行投资；五、

港口工程开发、建设及咨询；六、海上油污、水回收处理、环境检测及油类分析、

咨询业务；七、信息产品开发及销售、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信息工程的开发建

设及相关业务；八、其他与港口建设经营有关部门的业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占比

100%，为控股集团实际控制人。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89% 386,907,522  

周兰金 境内自然人 0.21% 1,292,900  

陈梓帆 境内自然人 0.19% 1,202,793  

宁屾 境内自然人 0.17% 1,046,499  

江伟朋 境内自然人 0.16% 1,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源盛恒瑞 2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16% 1,00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12% 739,716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其他 
0.12% 733,800  

潘军 境内自然人 0.11% 700,002  

林依棋 境境内自然人 0.11% 680,796  

控股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国际港务 68.32%股份,为国际港务控股股东。 

（二）控股集团主要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从事集装箱、散杂

货及现代物流、港口建设、海峡投资、邮轮客运、电子口岸、金控等业务，最近

三年经营情况良好。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控股集团净资产 1,576,838.49 万元

(预计)。2019 年度及 2019 年末控股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科目 金额（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190,989.08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489,183.17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755,757.94 

2019 年度净利润 95,614.87 

（三）关联关系：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港务”）持

有公司 61.89%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控股集团持有国际港务 68.32%股份，为

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本次公司以海隆码头公司 100%股权、控股集团以海鸿码头公司 100%

股权共同增资石湖山码头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四）控股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一：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石湖山港区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湖里区石湖山港区 

法定代表人：郑层林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设立时间：2002 年 1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054938296 

主营业务：货运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储存、装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石湖山码头公司 51%股权、控股集团持有石

湖山码头公司 49%股权 

（2）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3）资产权属：公司及控股集团没有对该项资产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

他重大争议事项 

（4）资产所在地：厦门市湖里区 

（5）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石湖山码头公司的账面价值为 84,374.31 万元，评

估价值为 152,989.02 万元。 

（6）历史沿革： 

石湖山码头公司原系由厦门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后更名为“厦门国际港

务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于 2002年 1月 14日成立； 

2003 年，厦门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将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持有的石湖山码

头公司 5%股权划归厦门港船务有限公司； 

2004 年，厦门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将厦门港船务有限公司持有的石湖山码头

公司 5%股权划归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码头有限公司； 

2004 年 9 月，厦门市财政局将其持有的厦门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划转给控股集团，厦门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石湖山码头公司的股权亦变更到

控股集团名下； 



 

 

2015 年，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5%股权无偿划转

给控股集团； 

2016 年，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 51%股权转让给公司。 

目前，石湖山码头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控股集团获得该项资产的时间、方式及运营情况： 

获得该项资产时间：2002 年 1 月 14 日 

获得该项资产方式：发起设立 

运营情况：该公司于 2002 年 1 月 14 日投入运营，最近一年经营情况良好，

主营业务稳定增长。 

（8）标的资产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 

标的资产近三年又一期无交易或权益变动相关情况：2017 年 9 月，经福建

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 49%

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闽中兴评字（2017）第 2024 号）并经厦门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厦门市国资委”）核准（厦国资产[2017]316 号），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控股集团持有的石湖山码头公司 49%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74,998.70 万元。 

（9）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提供港口货物装卸搬运、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储存、装卸）。 

（10）客户集中度： 

2019 年石湖山码头（合并）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总收入比 56.54%。 

（11）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石湖山码头（合并）预计 2020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6,060.48 万元。 



 

 

（12）减少关联交易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石湖山码头公司将在符合该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的基础上

尽量减少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若有关联交易，均依据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以保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确保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标的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石湖山码头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石湖山码头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2020 年第二季度 

（未经审计） 

2019.12.31/2019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130,250.80 136,693.38 

净资产 89,951.77 84,374.31 

营业收入 22,438.47 49,758.39 

营业利润 7,481.06 15,883.76 

净利润 5,506.06 13,058.53 

负债总额 40,299.02 52,319.07 

应收账款总额 3,926.42 4,767.57 

或有事项总额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659.09 16,400.24 

3、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本次评估对象为石湖山码头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石

湖山码头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2）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3）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4）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5）评估结论：资产的账面值和评估价值：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石湖

山码头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84374.31 万元，总资产为 136693.38 万元。经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中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2020）

第 5011 号），石湖山码头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52989.02 万元。 

4、其他情况：石湖山码头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亦不存在为他人提供财务

资助的情形；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控股集

团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 2,040.00 51.00 61,826.00 65.08 

控股集团 1,960.00 49.00 33,174.00 34.92 

合计 4,000.00 100.00 95,000.00 100.00 

6、石湖山码头公司的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

权利的条款。 

7、石湖山码头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标的公司二：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港南路 379 号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海沧区港南路 379 号 

法定代表人：王秒选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06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港南路 37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912879839 



 

 

主营业务：公用液体化工品装卸、仓储服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控股集团持有海鸿码头公司 100%股权 

（2）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3）资产权属：控股集团没有对该项资产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

争议事项 

（4）资产所在地：厦门市海沧区 

（5）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鸿码头公司的账面价值为 21,129.33 万元，评估

价值为 31,753.61 万元。 

（6）历史沿革： 

海鸿码头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12 日，系由控股集团投资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实收资本 3,000 万元业经厦门天健

华天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天健华天所验（2006）NZ 第 0031 号”《验资报告》验

证。 

2016 年 12 月 20 日，根据控股集团《关于海沧 9 号泊位及公共设施下划的

通知》（厦港控股【2015】211 号）文件，控股集团将持有的海沧 9 号泊位及公

共设施对海鸿码头公司进行增资 158,439,828.45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海鸿码头公司的实收资本为 188,439,828.45元，增资相关资产产权尚未完成变更，

增资事项的相关工商登记尚未完成。 

（7）控股集团获得该项资产的时间、方式及运营情况： 

获得该项资产时间：2006 年 12 月 12 日 

获得该项资产方式：发起设立 

运营情况：该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12 日投入运营，2019 年净利润为-279.08

万元（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利润为 70.35 万元（未经审计）。控股



 

 

集团将持有的海沧 9 号泊位及公共设施对海鸿码头公司进行增资 158,439,828.45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鸿码头公司的实收资本为 188,439,828.45 元，

增资相关资产产权尚未完成变更，增资事项的相关工商登记尚未完成。 

（8）标的资产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 

2016 年 12 月 20 日，根据控股集团《关于海沧 9 号泊位及公共设施下划的

通知》（厦港控股【2015】211 号）文件，控股集团将持有的海沧 9 号泊位及公

共设施对海鸿码头公司进行增资 158,439,828.45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海鸿码头公司的实收资本为 188,439,828.45元，增资相关资产产权尚未完成变更，

增资事项的相关工商登记尚未完成。 

（9）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提供公用液体化工品装卸、仓储服务。 

（10）客户集中度： 

2019 年海鸿码头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总收入比 87.21%。 

（11）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海鸿码头公司预计 2020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1,825 万元。 

（12）减少关联交易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海鸿码头公司将在符合该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的基础上尽

量减少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若有关联交易，均依据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以保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确保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标的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海鸿码头 2019 年度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海鸿码头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2020 年第二季度 

（未经审计） 

2019.12.31/2019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21,954.87 22,131.53 

净资产 21,216.50 21,129.33 

营业收入 1,265.70 2,196.22 

营业利润 70.37 -421.61 

净利润 70.35 -279.08 

负债总额 738.37 1,002.20 

应收账款总额 276.09 44.13 

或有事项总额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66 486.27 

3、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本次评估对象为海鸿码头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海鸿

码头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2）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3）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4）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5）评估结论：资产的账面值和评估价值：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鸿

码头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1,129.33 万元，总资产为 22,131.53 万元。经具有执

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联合中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

评报字（2020）第 5011-1 号），海鸿码头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1,753.61

万元。 

4、其他情况：海鸿码头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亦不存在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控股集团

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海鸿码头公司的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

利的条款。 

6、海鸿码头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三：厦门海隆码头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沧江路 98 号综合楼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海沧区沧江路 98 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郑层林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2 年 9 月 3 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沧江路 98 号综合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051166553E 

主营业务：货运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储存、装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海隆码头公司 100%股权 

（2）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3）资产权属：公司没有对该项资产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

事项 

（4）资产所在地：厦门市海沧区 

（5）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隆码头公司的账面价值为 78,320.58 万元，评

估价值为 120,873.71万元。 

(6)历史沿革： 

2012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海

沧港区新设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成立海隆码头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

元。 



 

 

2013 年 2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厦

门海隆码头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对海隆码头公司增资 1.50 亿元人民币。

增资后，海隆码头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0 亿元。 

201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厦门海隆码头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海隆码头公司增资 2.90 亿元。增资

后，海隆码头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0 亿元。 

（7）公司获得该项资产的时间、方式及运营情况： 

获得该项资产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 

获得该项资产方式：发起设立 

运营情况：该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3 日成立，2019 年净利润为-7,755.79 万元

（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利润为-3,506.40 万元（未经审计）。 

（8）标的资产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 

近三年又一期无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 

（9）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提供货运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储存、装卸）。 

（10）客户集中度： 

2019 年海隆码头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总收入比 33.82 %。 

（11）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海隆码头预计 2020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11,402.00 万元。 

（12）减少关联交易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海隆码头公司将在符合该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的基础上尽

量减少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若有关联交易，均依据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以保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确保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标的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海隆码头 2019 年度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海隆码头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2020 年第二季度 

（未经审计） 

2019.12.31/2019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146,662.98 14,6828.59 

净资产 74,871.63 78,320.58 

营业收入 9,430.78 20,340.17 

营业利润 -3,507.85 -8,062.04 

净利润 -3,506.40 -7,755.79 

负债总额 71,791.35 68,508.01 

应收账款总额 3,691.92 2,543.13 

或有事项总额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346.06 17,539.09 

3、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本次评估对象为海隆码头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海隆

码头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2）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3）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4）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5）评估结论：资产的账面值和评估价值：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隆

码头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78,320.58 万元，总资产为 146,828.59 万元。经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联合中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

和评报字（2020）第 5011-2 号），海隆码头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20,873.71 万元。 



 

 

4、其他情况：公司不存在为海隆码头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

的情形；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

形； 

5、海隆码头公司的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

利的条款。 

6、海隆码头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评估机构评估及厦门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石湖山码头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152,989.02 万元，海鸿码头

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31,753.61万元，海隆码头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120,873.71

万元，公司与控股集团以上述经核准的资产价值作为本次增资的定价依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安排 

根据经厦门市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本次增资完成后，石湖山码头公

司注册资本由 4,000 万元调整为 95,000 万元，其中：控股集团持有石湖山码头公

司 34.92%股权，以其持有的海鸿码头公司 100%股权认缴增资款 31,213.07万元，

超过认缴增资款部分计入石湖山码头公司资本公积；公司持有石湖山码头公司

65.08%股权，以其持有的海隆码头公司 100%股权认缴增资款 59,786.93 万元，

超过认缴增资款部分计入石湖山码头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海隆码头

公司和海鸿码头公司成为石湖山码头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特别约定 

1、自增资合同签署之日起 6 个月内，控股集团应将海沧港区 9#泊位 B1 地

块、海沧港区 9#泊位 B2 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海沧港区 9 号泊位港池海域使用

权过户至海鸿码头公司名下。 

2、根据联合中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2020）

第 5011-1 号），鉴于海沧港区 9#泊位 B1 地块、海沧港区 9#泊位 B2 地块上综合



 

 

办公楼、锅炉房、变电所、门卫室等 8 项房屋建筑未办理房屋使用权证，上述 8

项房屋建筑评估净值为 23,183,924.00；根据联合中和评估机构出具的“关于厦门

海鸿码头有限公司房屋建筑物的说明”，上述 8 项房屋建筑若在权证齐备状态下

评估，评估净值为 26,383,240.00 元，二者之间的差额部分为 3,199,316.00 元。若

控股集团于增资合同签署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上述 8项房屋建筑使用权证办理并

过户至海鸿码头公司名下，公司应将享有权益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控股集团。 

3、本次增资完成后，若发现存在影响石湖山码头公司利益的瑕疵并造成影

响的，由原股东负责消除瑕疵并承担相关费用。 

（三）期间损益 

自基准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日（以三家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办理之日为准）期间，

石湖山码头公司、海隆码头公司、海鸿码头公司对应的所有者权益（会计科目中

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减部分均由原股东享有及承担。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系石湖山码头公司股东对其进行共同增资的行为，没有做出其他

安排，不会由此新增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影响及可能存在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散杂货码头系公司的重要业务板块。目前，公司散杂货码头投资强度大，点

多线长面广，但内部协同相对较少，运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而且随着东南沿海

诸多地区大型散货码头及进港铁路设施不断完善，公司外部竞争压力日趋加大。

为了提高公司散杂货业务内部协同效应与对外整体竞争能力，启动公司散杂货码

头股权整合打造统一的投资运营平台是十分必要、迫切的。本次股权整合，将有

助于合理配置散杂货码头资源与业务，提高码头整体使用效率，形成合力做大做

强公司散杂货业务品牌，保持在东南沿海港口群的领先地位。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主要风险 

1、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方案尚需经过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国际港务股东大会

的审议批准方可实施，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项目存在一定的审批风

险。 

2、权证瑕疵 

控股集团已将海沧 9#泊位资产下划至海鸿码头公司，但截至目前，海沧港

区 9#泊位 B1 地块及 B2 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海沧港区 9 号泊位港池海域使用

权至今尚未办理至海鸿公司名下，且综合楼、锅炉房、变电所及泵房、前方变电

所等八项房屋建筑物尚且办理权证。 

对策：目前，控股集团正在积极协助海鸿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港池海域使

用权过户的变更工作和补办房屋建筑物权证。其中：上述房屋建筑物系海沧港区

液体化工码头（9#泊位）首期工程配套生产设施，符合港口设施建设的相关要求

并办理了相应的建设规划、建设施工等报建许可手续，按照港口规划实施建设并

已经厦门港口管理局竣工验收。截至目前，控股集团已与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协

商，将以港口设施报建文件申请办理该等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并在完成不动

产权属登记后将该等房屋与上述 2 项土地使用权一并变更登记至海鸿公司名下、

完成对海鸿公司的出资手续。若上述权证事宜明显影响海鸿码头公司的正常业务

经营，控股集团承诺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消除不利影响，促使海鸿公司业

务经营持续正常进行，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交易符合公司“领先的散货杂货码头投资运营商”的战略定位与产业发

展规划，通过股权整合将进一步强化厦门本港现有两大散杂货码头运营主体的统

筹协调力度和资源使用效率，达到打造统一的散杂货码头投资运营平台的目的。 

考虑到石湖山码头公司、海隆码头公司股权整合带来的协同效应及公司加大

对石湖山码头公司的持股比例，本项交易将较大程度提升公司财务表现。 

（四）本次交易对交易对方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新增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且有助于在

控股集团内部打造统一的散杂货码头投资运营平台。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控股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881.88万元。 

2020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海鸿码头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0万元。 

八、审议决策程序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石

湖山码头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蔡立群先生、陈朝辉先生、吴岩松

先生、张桂仙先生回避了该议案表决,本项议案以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获得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先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同意”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东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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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泰证券认为： 

1、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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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制度的要求，审批权限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表决结果有效。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交易拟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进行的，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硕    马闪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