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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1-005 

债券代码：113561       债券简称：正裕转债 

转股代码：191561       转股简称：正裕转股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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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裕工

业”）拟以现金人民币 5,100.00万元向绍兴斯科制锁工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绍兴斯科”）出售全资子公司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裕工业”）100%股权。此外，各方同意签定《债务代偿协议》，约

定绍兴斯科代嘉裕工业向公司偿还 960.00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与绍兴斯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将持有的嘉裕工业 100%股权转让给绍兴斯科，交易对价以嘉裕工业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5,100.00万元。此外，公司与绍兴斯科、嘉裕工业签署了

《债务代偿协议》，约定绍兴斯科代嘉裕工业向公司偿还 9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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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 01 月 1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

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5,100.00万元向绍兴斯科转让所持嘉裕工业 100%

股权。此外，公司享有对嘉裕工业 960.00万元债权，约定绍兴斯科代嘉裕工

业向公司偿还上述欠款。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

为：本次交易是基于处置低效资产，回笼资金的考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交

易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机构与公司及嘉裕工业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影

响其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利益关系。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参考评估值并经

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并确认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绍兴斯科制锁工业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址：嵊州市经济开发区达成路 85号 

（4）成立日期：2009-02-09 

（5）法定代表人：丁丽阳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锁具、铰链、拉手、五金制品、电器及元

器件、模具设计与开发；货物进出口。 

（8）股权结构：陆慧良持股 90%，丁丽阳持股 10% 

2、交易对方绍兴斯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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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对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经

审计） 

2020 年 09 月 30 日（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2,451.19 2,913.61 

资产净额 1,370.97 1,610.08 

项目名称 2019 年度（已经审计） 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45.23 3,473.28 

净利润 244.42 228.03 

注：上述 2019 年财务数据经嵊州大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嵊诚会内审字（2020）094号《审计报告》。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嘉裕工业 100%股权，嘉裕工业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浙江省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分区 

4、成立日期：2005 年 09月 26日 

5、法定代表人：郑念辉 

6、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万元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关键零部件；货物进出口。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嘉裕工业 100%股权 

9、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经

审计） 

2020 年 09 月 30 日（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3,822.15 3,427.03 

负债总额 1,539.52 1,713.82 

资产净额 2,282.63 1,713.21 

财务指标 2019 年度（已经审计） 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70542359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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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934.38 191.27 

净利润 -377.87 -569.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98.33 -581.98 

注：上述 2019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天健审（2020）5669号《审计报告》。 

10、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嘉裕工业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江正裕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1号）。 

1、评估对象和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对象为嘉裕工业股东全部权益，与评估对象相对应的评估范围为

嘉裕工业申报的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

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债。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月 31日。 

2、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采用资产基础

法对嘉裕工业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3、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嘉裕工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为5,068.17万元，与账面价值1,760.24万元相比，评估增值3,307.93万元，增值

率为187.92%。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以下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一、流动资产 23.87 21.25 -2.62 -10.97 

二、非流动资产 3,157.16 6,045.31 2,888.16 91.4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16812235321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168122353216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705423592130


5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2,216.03 3,257.35 1,041.32 46.99 

无形资产净额 941.12 2,787.96 1,846.84 196.24 

资产总计 3,181.03 6,066.57 2,885.54 90.71 

三、流动负债 998.39 998.39 - - 

四、非流动负债 422.39 - -422.39 -100.00 

负债总计 1,420.79 998.39 -422.39 -29.73 

股东全部权益 1,760.24 5,068.17 3,307.93 187.92 

注：上述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三）公司与嘉裕工业的往来款项 

  1、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年 12月 31日，嘉裕工业应向公司偿还的往来

款项合计 960.00万元，嘉裕工业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往来款项是公司为支

持其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发生的。经公司与绍兴斯科协商，绍兴斯科代嘉裕工业

向公司偿还上述欠款。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向标的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

财等情形。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

权涉及的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2021]1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嘉裕工业股东全部权

益的评估值，嘉裕工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5,068.17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嘉裕工业 100%股权交易作价为 5,100.00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与评估结果不存在较大差异，具备合理性。本次交易作价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与绍兴斯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合同主体  

甲方（出让方）：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168122353216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705423592130


6 

乙方（受让方）：绍兴斯科制锁工业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及价格  

（1）甲方将其所持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100%的

5,000.00 万元股权以人民币 5,1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壹佰万元整）转

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 

（2）甲、乙双方同意，对办理与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税

费，由各方按照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各自承担。 

3、交割及转让价款的支付  

（1）乙方应在 2021年 1月 31日前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乙方按照约定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并按照甲方、乙方及目标公司三方

于 2021 年 1月 12日签订的《债务代偿协议》代目标公司向甲方清偿完毕 960.00

万元欠款后，甲、乙双方共同协助目标公司办理有关股东和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包括配合工商、税务等部门履行相关义务。 

4、保密条款 

（1）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露在协议磋商、签订、履行过程中知悉的

商业秘密或其他保密信息。但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披露的除外。 

(2)双方也不得随意发布未经核实的消息。 

(3)上述保密条款为独立条款，不论本协议是否签署、变更、解除或终止

等，本条款均有效。  

  5、违约责任  

（1）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给守约

方造成的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并适

用定金罚则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2）如协议任何一方违反保密条款项下的任何义务的，则应立即停止侵害，

并在第一时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扩散，尽最大可能消除影响。

相对方及目标公司有权向泄密方主张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3) 如果乙方逾期或未足额未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

日，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 15天，乙方仍未支



7 

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总

价款的 5%作为违约金。 

(4)如果甲方不配合或因甲方原因在乙方付清转让款后 30日内未能办妥工

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归还全部股权转让款和乙方代

目标公司向甲方清偿的全部债务款项，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损失。 

6、合同时间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

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

向原告所在地或者目标公司所在地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五、涉及本次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关

联交易等情况；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调整公司经营布局优化产能配置，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减

少企业运营负担，处置低效资产，回笼长期资产占用资金，实现公司生产集群

提升管理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嘉裕工业目前已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可

搬迁的生产设备已转移至公司，现有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及相关的附属

设施及设备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嘉裕工业股权，嘉裕工业将不

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

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收回部分债权为一个整体的一揽子交易。经和

公司拟聘任的年审会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初步沟通，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对公司当期净利润影响为 3,324.76 万元，最终金额以公

司年审会计师审计的结果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向标的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

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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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上述工作有待双方根据协议约定

共同推进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变化可能。 

2、交易完成后，预计将实现当期利润 3,324.76万元（该利润为公司合并层

面计算所得），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5、《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3日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168122353216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70542359213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70542359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