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3053     证券简称：成都燃气     公告编号：2020-044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金堂晶盛燃气白果分公司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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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燃气”或“公

司”）拟出资 4500 万元收购四川晶盛燃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位于成

都市金堂县五凤镇、白果镇、三溪镇的全部管网资产，承接燃气业务

相关债权债务并接收其人员，收购完成后成都燃气将设立成都燃气金

堂分公司经营该区域燃气业务。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交

易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纳入收购范围的资产、债权债务所形成的资产组价值采用收益

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增值率较高；白果分公司资产权属情况存在

一定瑕疵。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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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成都燃气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500 万元收购四川晶盛燃气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晶盛总公司”）位于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白

果镇、三溪镇的全部管网资产，承接燃气业务相关债权债务并接收其

人员，收购完成后成都燃气将在当地设立分公司，经营该区域燃气业

务。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资

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5 月 31 日），纳入收购范围资产组评估值为 4858.00 万元。 

四川晶盛燃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白果分公司（下称“白果分公

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白果分公司的经营区域为成都市金堂县

五凤镇、白果镇、三溪镇，经营区域面积共计约 175 平方公里。白果

分公司于 2013 年 7 月与金堂县经济信息和科学技术局签订《城市管

道燃气特许经营合同》，特许经营期限 30 年，2042 年年底到期。 

（二）审批程序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金堂晶盛燃气资产重组项目的议案》和《关于设立成都燃气金

堂分公司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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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四川晶盛燃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名称 四川晶盛燃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81765092912M 

住所 简阳市三星镇隆都大道 

法定代表人 晏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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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4 年 9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管道天然气；燃气项目投资；管道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商品批发与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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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股东信息 刘光涛：25%，认缴出资额 250 万元 

刘功华：25%，认缴出资额 250 万元 

晏太平：25%，认缴出资额 250 万元 

饶家职：25%，认缴出资额 250 万元 

高管信息 执行董事、总经理：晏太平；监事：刘功华 

 

2.晶盛总公司注册地址为简阳市三星镇隆都大道，主营业务为管

道天然气经营，供气区域为简阳市三星镇、同合乡、宏缘乡及白果分

公司供气的金堂县五凤镇、白果镇、三溪镇。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对方及其股东、执行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与成都燃气及成都燃气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成都燃气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4.晶盛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人民币元 

项  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审数） 

总资产 9,539,188.37 

净资产 9,821,139.88 

项  目 2019 年度（未审数） 

营业收入 5,982,659.56 

净利润 174,040.9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白果分公司的燃气管网相关资产和部分债务

债权，并由成都燃气接受白果分公司员工。 

2.晶盛总公司对交易标的拥有完全处置权，合法有效，不存在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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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质押等担保物权的限制，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

法律法规禁止转让的情形。 

3.白果分公司运营情况 

白果分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区域稳定、安全供气已逾 10 年，

已建成中压燃气管网 191 公里。 

4.纳入收购范围资产的账面价值 

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纳入收购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3,666,596.00 元、负债为 1,901,969.68 元。具体情况如下： 

人民币元 

项  目 审定金额 

拟纳入收购范围内资产合计 3,666,596.00 

预付款项 607,456.02 

存货 50,922.00 

固定资产 2,852,023.54 

无形资产 156,194.44 

拟纳入收购范围内负债合计 1,901,969.68 

预收款项 1,901,969.68 

拟纳入收购范围内资产减负债 1,764,626.32 

注：（1）上述财务数据经四川中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审计

报告》（中振〔2020〕审字第 119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2）经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勘测并出具报告，实际中压燃气管线长度为 191

公里，但仅有约 16 公里管线入账，其余约 175 公里管线未入账，导致其账面资产不能反映

实际资产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基本情况 

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此次收购范围资产、负债所涉及的资产组价值进行评估，出

具《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四川晶盛燃气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金堂白果分公司部分资产、负债所涉及的资产组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东洲评报字【2020】第 1128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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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评估，评估基准日，资产组净资产

账面值为176.46万元，成本法评估值为2,788.05万元，评估增值

2,611.59万元，增值率为1,479.97%。收益法评估值为4,858.00万元，

评估增值4,681.54万元，增值率为2,652.99%。评估机构选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值为人民币4,858.00万元。 

增值原因主要为部分管线资产资料缺失（约175公里），《审计

报告》对该部分管线以名义价值1元入账处理，本次按照评估基准日

市场重置价考虑评估值，导致评估增值率较大。 

2.评估过程 

（1）成本法 

实物资产采取对账、对物进行清查核实，债权债务采取核对、分

析、函证、替代测试、判断等方法清查核实。其中主管网及支线管网

工程量的确认以交易对方申报工程量为基础，评估机构与交易对方人

员共同参与抽查测量核实。 

（2）收益法 

收益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采用适宜

的折现率折算成现时价值，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

估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估算被评估资产组的

价值。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评估对象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

的特点，本次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评估对象经审计的资产负债清单口

径为基础估算其价值。即首先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

估算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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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余性资产的价值及企业运营到期后资产的可变现净值后，得出评估

对象的价值。本次评估在分析了产权持有人的经营现状、市场情况、

财务结构等综合因素后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方法确定折

现率为 10.2%。 

评估师对被评估企业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

经过与被评估企业管理层多次讨论，并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评估机

构预测数据如下： 

企业名称：四川晶盛燃气工程有限公司金堂白果分

公司 
评估基准日：2020/5/31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份 
2020 年

6-12 月 
2021 2022 2023 2024 2030 2036 2042 

营业总收入 930.57  1,476.22  1,770.37  2,054.40  2,341.80  4,096.68  5,496.90  5,573.70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 - 19.93% 16.04% 13.99% 4.79% 10.89% 0.00% 

净利润 248.71  321.12  414.59  479.25  560.34  811.15  738.73  668.80  

     加：折旧和摊销 11.47  31.17  42.67  54.17  61.17  95.49  93.61  96.81  

     减：资本性支出 230.00  230.00  230.00  140.00  140.00  16.00  16.00  0.00  

     减：营运资本增加 180.23  -1.49  6.01  7.96  8.18  8.58  21.40  0.00  

资产组自由现金流 -150.05  123.78  221.25  385.46  473.33  882.06  794.94  765.61  

折现率 10.2% 

收益现值 -145.87  111.42  180.72  285.70  318.36  331.30  166.70  89.65  

预期净收益现值累计到 2042 年底 4,829.07  

资产组运营到期后可变现

净值 
  28.61  

资产组价值 4,858.00  

3.对评估情况的分析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为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除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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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外的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采用的评估假设前提均按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

或评估准则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

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

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针对标的资产，评估机构采用了成本法和

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

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选取的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资料可靠，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恰当、合理，与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4）本次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本次

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

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

状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 

4.评估依据合理性的分析 



8 

依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收益

法评估对标的资产未来预测期间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等财务数据进

行了分析及预测，未来各项财务数据均基于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

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合理预测，资产评估机构使用

的预测期收益参数正确、引用的历史经营数据真实准确、对标的公司

的成长预测合理、测算金额符合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交易主体 

出让方：四川晶盛燃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受让方：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价款 

以《评估报告》载明的目标资产的评估价值为基础，双方通过友

好协商，一致同意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500 万元。 

（三）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价款分期支付，由受让方在各期价款支付先决条件满

足，且受让方收到出让方提出的付款申请及提供的相应合法增值税发

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资产及业务移交 

1.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双方指定工作人员组成目标资产交

接小组对目标资产进行清点、核实并由双方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2.交接完成后，在收购区域内由受让方全面承接目标资产相关的

燃气经营业务并以受让方名义对外经营，出让方不再在收购区域内开

展任何燃气经营业务或新增任何用户。 

（五）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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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范围内的债权为《评估报告》载明的向上游支付的预

付购气款，交易范围内的债务为燃气用户预交的燃气费。 

2.除目标资产中列明的债务外，出让方其他债务均由出让方自行

承担。目标资产移交后，如有债权人对目标资产转让提出异议的，由

出让方负责处理。 

3.资产交接手续完成后，如因出让方在资产交接前违反本协议约

定的行为或者任何其他原因导致受让方受到第三方的追诉、索赔或国

家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或强制措施的，相关责任由出让方承担。 

（六）合同的生效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公司公章后生

效。 

（七）违约责任 

1. 协议签署后，如因一方拒绝履行义务；或因一方的过错导致

目标资产转让无法完成的，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2.在办理目标资产转让的各项手续过程中，如一方迟延履行其义

务（包括但不限于刊登公告、发出通知、指派人员、清点和移交资产、

提交和移交资料、签署文件、支付价款、费用和取得有权政府同意等），

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3. 目标资产移交受让方后，因目标资产存在出让方未在协议中

披露的瑕疵或者缺陷，受让方有权要求出让方赔偿因修复目标资产而

受到的损失并有权视情况解除本协议。 

4.协议生效后，出让方未按照协议约定移交目标资产或者受让方

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收购价款的，均属违约。 

五、涉及资产收购的其他安排。 

1.白果分公司燃气经营业务相关在岗员工自愿加入公司，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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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2.本次收购事宜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收购资产与公司招股说明书所列示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关。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参与投资晶盛燃气白果分公司项目，是落实公司“构建大成

燃”战略目标的又一战略举措。公司成功打开金堂县管道燃气市场，

有利于公司在大成都范围内的市场拓展和市场整合，对于公司提高行

业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白果分公司位于淮州新城，

部分经营范围（约 50 平方公里）纳入淮州新城统筹规划建设，白果

分公司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未来发展可期，该区域将成为成都燃气

新的收入增长点，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同时，白果分公司可与公司下属四川空港燃气有限公司发挥协同

优势，将进一步拓展成都东进区域燃气市场，对进一步整合当地燃气

市场产生示范效应。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公司目前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裕，

本次交易对公司当前财务和经营状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随着淮州新

城建设发展，相关燃气业务区域未来燃气市场有较大增长空间。本次

收购能够实现公司业务规模和利润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增

强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保护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设立分公司经营该区域燃气业务。 

七、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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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购资产瑕疵、保障措施及风险提示 

1.部分管线资产无法提供权属直接证明 

经勘测，白果分公司中压管线长度为 191 公里，但其中仅有约

16 公里管线入账，其余管线（约 175 公里）未入账，且未入账部分

管线资产相关资料缺失，无法提供燃气管线权属直接证明。 

2.保障措施 

因部分管线资产相关资料缺失，公司要求其聘请具有甲级资质的

勘测公司对其管网进行全面勘测，晶盛总公司根据要求聘请中节能建

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测量甲级资质）进行管网勘测，并出具

专项勘测报告。根据勘测报告，白果分公司中压管线实际长度约 191

公里，白果分公司管网资料现已经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同时，交易合同中约定，晶盛总公司向公司保证和承诺，目标资

产不存在任何的权属争议，目标资产移交公司后，任何第三方对目标

资产提出的权属争议由晶盛总公司负责解决，公司因此产生或遭受的

损失或者费用均由晶盛总公司承担。 

3.风险提示 

收购资产权属情况存在一定瑕疵，公司在收购过程中采取了保障

措施，加强了风险防控，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交割、特许经营权承接、设立分公司工商注册

等程序，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附件 

1.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四川中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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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