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 A 600689
B 900922

证券简称： 上海三毛
三毛 B 股

编号：临 2020-044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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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决定以评估价格2493.24万元为挂牌价格，在重庆联合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100%
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项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标的资产的评估结
果已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授权部门备案。
 本次交易系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交易成功与否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一毛条”
）成立
于 2007 年 4 月，由本公司原全资子公司上海一毛条纺织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 7000 万元设立。因受经营环境不利因素影响，该企业已自
2015 年 2 月起停产。2016 年 8 月，基于减少管理层级考量，公司受
让了重庆一毛条 100%股权并对其实施减资，目前，重庆一毛条为本
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00 万元。
因重庆一毛条长期处于停产歇业状态，且主要资产生产用地长期
闲置，公司曾于 2017 年 7 月启动公开挂牌转让重庆一毛条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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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但该事项因自首次正式披露信息之日起超过 12 个月未征集
到合格受让方而自行终止。
为深化公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推进低效资产的清退盘活，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海一
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 100%股权，首次挂牌价格为标的资产的评估
价格 2493.24 万元。交易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最终转让价格。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
本次交易将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最终受让方尚不确定。如
最终受让方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公司将按相关规则履行必要的程序
并及时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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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标的资产的
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授权部门备案。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
据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
（2）住所：重庆市丰都县名山镇白沙沱
（3）成立时间：2007 年 4 月 3 日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人民币 3800 万元
（6）经营范围：原毛、毛条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下脚毛的销
售；纺织原料、针纺织品、服装、服饰的批发和销售；原毛、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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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纺制品等货物的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
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须许可和审批后方可经营】
2、权属状况说明
重庆一毛条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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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5 月 31 日
（经审计）
13,650,446.25
91,000.00
13,559,446.25
0.00
-2,917,226.06

单位：人民币 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16,567,672.31
91,000.00
16,476,672.31
0.00
-665,932.25

注：以上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文号：容诚审字[2020]200Z0537 号。
（二）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上海一毛条
纺织重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出具专项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
﹝2020﹞第0416号】。
2、评估基准日：2020年5月31日
3、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4、评估结果：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在评估基
准日2020年5月31日资产总额账面价值为13,650,446.25元，评估价值
为25,023,379.84元，增值额为11,372,933.59元，增值率为83.32%；
负债总额账面价值为91,000.00元，评估价值为91,000.00元；股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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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权益账面价值13,559,446.25元，评估价值为24,932,379.84元（大
写：人民币贰仟肆佰玖拾叁万贰仟叁佰柒拾玖元捌角肆分），增值额
为11,372,933.59元，增值率为83.8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一、流动资产合计
货币资金
其他流动资产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三、资产总计
四、流动负债合计
其他应付款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六、负债总计
七、净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54,109.56
154,109.56
0.00
0.00
146,550.16
146,550.16
0.00
0.00
7,559.40
7,559.40
0.00
0.00
13,496,336.69 24,869,270.28 11,372,933.59
84.27
10,167,616.13 19,389,270.28 9,221,654.15
90.70
3,328,720.56 5,480,000.00 2,151,279.44
64.63
13,650,446.25 25,023,379.84 11,372,933.59
83.32
91,000.00
91,000.00
0.00
0.00
91,000.00
91,000.00
0.00
0.00
91,000.00
91,000.00
0.00
13,559,446.25 24,932,379.84 11,372,933.59

0.00
83.87

5、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增减原因分析
（1）评估增值原因一是大部分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财
务上根据会计准则折旧年限已提完折旧，而现场勘查发现该机器设备
及电子设备大部分为尚可使用设备导致的评估增值。
（2）评估增值原因二是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财务折旧年限快导
致的评估增值。
（3）评估增值原因三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因重庆市丰都县整
体房地产市场的上涨导致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增值。
6、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现场勘查，被评估单位于 2015 年 2 月停产，截至评估基准
日主要生产设备已处置，余下设备目前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人员全部
按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现在册员工为零；目前资产主要为房屋
建筑物构筑物及其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但因丰都县目前严禁在长江干
流及主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重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且厂房
及其构筑物均为纺织生产所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等诸多原因导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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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该房屋建筑处于空置状态，故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实际没有
收入来源，不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本次评估结果是在现状条件下得
出的结果。
7、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
﹝2020﹞第 0416 号】，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标的资产重庆一毛条
100%股权净资产评估值为 2493.24 万元。鉴于上述评估结果，首次挂
牌价格定为人民币 2493.24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拟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信息预披露并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最终交易对
方和交易价格将通过公开挂牌确定。公司将在挂牌转让受让方确定后
签署有关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暂无合同或履约安排。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
让后的标的公司继续承继。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因重庆一毛条已停产数年，且主要资产生产用地长期处于闲置状
态。为深化公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推进低效资产的清退盘活，
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重庆一毛条 100%股权。
经测算，本次交易如按首次挂牌价格成交，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
影响金额约为 1137 万元人民币，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本次交易采用公开挂牌转让方式，最终能否成交、交易对方及
交易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最终影
响尚待产生实际成交价格后方可确定。
七、对本次交易的授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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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标的资产在 2017 年启动的挂牌转让相关情况，为高效、有
序推进标的资产挂牌转让的相关工作，公司提请董事会审议并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作出授权如下：
1、授权范围：
（1）如重庆一毛条股权首次挂牌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或未能
成交，授权董事会审议重新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相关事项，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向下调整挂牌价格的幅度为标的资产评估价格的 20%，其
余挂牌条件应与首次挂牌条件保持一致，此后挂牌方案的制定按《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2）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重庆一毛条股权挂牌转让的相关
事宜。
2、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标的资
产股权转让办理完毕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0]200Z0537 号）
4、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上
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
报字﹝2020﹞第 04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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