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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中盐华东化工有限公司8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重大风险，交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上海市浦东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盐业”）和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

吉兰泰”）发生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上海盐业持有的中盐华东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华东”）的 60%的股权、中盐吉兰泰

持有的中盐华东 20%的股权。 

中盐华东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1日，注册地为上海市嘉定区沪宜

公路 5688 弄 111 号，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其中，上海盐业持股

80%、中盐吉兰泰持股 20%。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盐业为其全资子



公司。中盐吉兰泰持有我公司 56.69%的股份。交易三方构成关联关

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为

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董事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5%。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市浦东盐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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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地：浦东新区杨新东路 160号 

3.法定代表人：吴春明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食盐批发（凭许可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饲料、杂货、

百货、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自营或代理

各类药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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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2019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0 年 6 月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131,919.21  131,189.63  

净资产 98,776.35  98,695.96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月-12月 2020年 1月-6月 



营业收入 99,612.64  33,084.90  

净利润 1,510.20  -80.39  

（二）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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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斯太镇）

贺兰区人民路中盐综合科技楼 

3.法定代表人：周杰 

4.注册资本：188,765.00 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工业纯碱、食用

碱的生产与销售；电力生产；电器维修；水电暖供应；餐饮住宿；物

业管理；进出口贸易；建筑材料销售；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设备租

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给排水、水暖设施安装、维修；水井维护；

机械设备及电仪设备安装、维修；水井维护；机械设备及电仪设备安

装、维修、租赁；土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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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2019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0 年 6 月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1,518,380.19 1,509,299.44 

净资产 375,339.03 447,662.27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月-12月 2020年 1月-6月 

营业收入 1,013,992.87 394,639.12 

净利润 97,649.08 6,035.0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收购中盐华东化工有限公司 8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盐华东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 5688 弄 111号 

成立日期：2014 年 07 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陶辉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398786073C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批发（不带储存设施）（具体项目详见许

可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三类：甲苯、盐酸，化工产品及原

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橡塑制品、煤炭、食品添加剂的销售，物业管理，从事货

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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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前，中盐华东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盐业 80% 

中盐吉兰泰 20% 

合计 100% 

3.权属状况：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上海盐业和中盐吉兰泰共计持有中盐华东 100%股权，本次交

易不存在其他股东应优先放弃受让权的情形。 

5.交易标的运营情况说明 

中盐华东为贸易型企业，拥有稳定的化工产品销售体系和成熟的

销售团队，经过多年运营，已经建立了一部分品牌忠诚度高、业务稳



定性强的终端客户群，并持续保持着一定的盈利能力。2020 年上半

年，受疫情影响，经营情况有所下滑，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448.39 万元，净利润-602.12 万元。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下游开工逐渐恢复，经营情况已逐渐好转。 

6.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5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326.15 11,830.82 

负债总额 5,840.23 7,063.16 

净资产 5,485.91 4,767.66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12 月 2020年 1月-5月 

营业收入 95,990.27 25,448.39 

净利润 69.60 -602.12 

7.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盐华东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中盐华东提供担保、委托

理财的情形，亦不存在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式 

公司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经下简称“银信评估”）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中盐华东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中盐内蒙古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中盐华东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 1007 号】，经

评估，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5,004.51 万元。 

基于前述评估结果，交易各方经协商同意，确定本次标的资产中

盐华东 8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003.61 万元。 

2.评估情况说明 

（1）评估事务所：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 



（2）评估基准日：2020年 5 月 31日 

（3）评估方法的选择：由于中盐华东有完备的财务和资产管理

资料，资产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真实且具有可验证性，故

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考虑到中盐华东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

和条件，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故本次评估也可以采用

收益法。因此，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 

（4）评估结果： 

①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中盐华东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5,004.51 万元，比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增值 236.85万元，增值

率为 4.97%。 

②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中盐华东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5,070.00

万元，比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增值 302.34万元，增值率为 6.34%。 

③评估结论的选取 

因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属于商贸行业，其未来经营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未来收益和风险较难以合理预测与量化，从客观价值上来看，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反映被评估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

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中盐华东全部

股权评估值为 5,004.51 万元，较审计后的 4,767.66 万元评估增值

236.85 万元，增值率 4.97%。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中盐华东部分存

货增值。 

3.独立董事对本次评估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由银信评估担任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机构，该机构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本次实际评估的资

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

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

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评估价值公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以现金方式收购上海盐业、中

盐吉兰泰分别持有的中盐华东 60%、20%股权。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

评估报告，交易价格分别为：3,002.71 万元、1,000.90 万元。目前

公司尚未与上海盐业和中盐吉兰泰就上述收购事项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但双方已就协议主要内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公司与上海盐业、中盐吉兰泰各自履行审批程序后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中盐华东 80%股权，其中包括上海盐业持有

的 60%股权和中盐吉兰泰持有的 20%股权。 

（三）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银信评估出具的中盐华东资产

评估全部权益价值的 80%，即人民币 4,003.61万元。 

（四）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 

本次交易的对价全部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公司分别与上海盐

业和中盐吉兰泰签订股权交易协议后支付。 

（五）交割 

上海盐业和中盐吉兰泰持有的中盐华东的股权，应在协议约定的

股权交割条件满足时进行资产交割。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七）违约责任条款 

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1.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

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

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2.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



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也是化

工产品的主要消费区域。华东地区 PVC 树脂（含糊树脂）年消费量达

到 680 万吨，占全国 PVC 总消费量 34%；烧碱年消费量 663 万吨，占

全国总消费量的 20%；纯碱年消费量 391万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15%，

而且也是玻璃和铝锭等纯碱、烧碱产品的终端消费集中地，并对华南、

华中具有较强的拉动辐射作用。把握住华东市场对公司发展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中盐华东经长期市场深耕，已经积聚了一批优质客户，建成了成

熟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和销售区域。为了打造公司在华东地区的营销

平台，捕捉市场先机，布局国内最大的化工产品销售、消费市场，提

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公

司拟投资收购中盐华东 80%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盐华东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中盐华东提供担保、委托理财

的情形，亦不存在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2020 年 9月 16日召开的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龙小兵、乔雪莲、周杰、

屈宪章已回避表决。 



（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

见。 

1、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由银信评估担任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机构，该机构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本次实际评估

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

关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

程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评估价值公允。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

允，交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收购中盐华东 8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上海盐业及中盐吉兰泰发生未按规定

履行审议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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