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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17        证券简称：元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3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重庆市泽胜船务（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8,000 万元人民币 

 风险提示：标的公司因受到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

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重庆泽胜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8,000 万元自有资金购买重庆泽

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市泽胜船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胜

船务”）10%的股权。本次投资将有助于公司更好地为西南重庆生产基地的运输网

络建设提供支持，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更好的配置资金，拓宽公司的投

资领域，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公司于 2021年 1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泽胜船务 10%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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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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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重庆泽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任泽胜 

3、设立日期：2007 年 9月 25日 

4、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江北办事处点易路 66号 

5、注册资本：人民币 6,665.00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投资咨询；货物仓储（不

含危险品），货运信息咨询，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装卸搬运，码头管理；销售：

黄金饰品、工艺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木材）；自有房屋租赁。（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2007 年 9月 25日至长期 

9、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重庆泽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对手方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任泽胜 2795.9675 2795.9675 41.95% 货币 

2 任泽友 2358.077 2358.077 35.38% 货币 

3 叶汝贵 1510.9554 1510.9554 22.67% 货币 

合   计 6665 6665 100.00% - 

（三）交易对手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739,687.00 810,103.50 

净资产 278,884.40 277,050.5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 57,491.00 179,8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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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213.70 4,230.7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市泽胜船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马晓华 

3、注册资本：7,914.2624 万元 

4、公司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 60 号财贸大厦三楼 

5、公司成立日期：2001年 12月 31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733967657L 

7、经营范围：长江上中下游干线及支流省际散装化学品船运输、长江上中

下游干线及支流省际汽柴油船运输（以上经营项目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

营）；货物中转；代办运输；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船舶配

件、日用百货；船舶修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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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标的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重庆市泽胜船务（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中国航油集团物

流有限公司 
3957.1312 3957.1312 50.00% 货币 

2 
重庆泽胜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957.1312 3957.1312 50.00% 货币、实物 

合计 7914.2624 7914.2624 100.00% - 

（三）主营业务情况 

泽胜船务主营长江干线及支流省际油品、化学品等液货危险品运输，承运范

围涵盖航空煤油、汽柴油、化学品等货物，公司立足于液货运输主业的同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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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航煤、汽柴油、化危品等具有相对优势的市场领域，不断拓展关联业务，增

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公司现有各类油品、化学品运输船舶

64艘，总运力约 28 万吨，与卡贝乐化工、川维、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

化等国有大型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四）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16,974,528.24 922,886,463.47 

净资产 453,224,747.73 398,579,423.22 

项目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0,068,906.30 401,627,486.47 

净利润 68,995,959.63 47,134,070.05 

注：2019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

职业字【2020】1614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0 年度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五）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标的公司未经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的天职业字【2020】1614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

及泽胜船务 2020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结合目标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情

况，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8,000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重庆泽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泽胜 

乙方：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修华 

（二）标的股权 

双方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所持目标公司 7,914,262.40 元（大写：柒佰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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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万肆仟贰佰陆拾贰元肆角整）出资额，占目标公司股权比例为 10%，乙方同

意受让该等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中国航油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50.00% 货币 

2 重庆泽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0% 货币、实物 

3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货币 

合计 100.00% - 

（三）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约定 

结合目标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情况，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为 8,000 万元，由乙方于本协议生效且甲方获得物流公司出具的书面放弃优先购

买权的同意函后 3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4,000万元，于标的股权办理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4,000万元。 

（四）双方的承诺与保证 

1、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抵触或导致违反以下任何一项的规定或约定：（1）

公司的章程或其他类似的组织性文件；（2）作为一方签署的任何合同，但已经取

得合同他方同意的除外；（3）任何中国法律，或对其拥有的任何资产有管辖权的

任何政府部门作出的任何判决、命令、裁决或法令。 

2、甲方对标的股权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标的股权之上不存在因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他承诺等致使甲方无法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的情形。 

3、甲方向乙方提交的所有资料或披露的有关目标公司情况是真实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或虚假陈述的情况。 

4、甲方承诺，沟通并协调物流公司，以确保目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的稳定性，以及目标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 

5、乙方具有履行本协议的能力，且承诺按时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款。 

6、双方保证其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的意思真实，其承诺真实、可靠，是基于

对自身条件和能力的合理和充分判断基础上作出的，其保证、承诺、提供的文件、

资料和信息等全部事项不存在任何积极或消极的隐瞒或者是疏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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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议的保密 

双方承诺，双方将就本协议、本协议所述交易以及从另一方或目标公司获得

的任何文件、资料和信息予以严格的保密，将使知晓本协议、本协议所述交易及

另一方或公司提交的文件、资料和信息的人员限制于其董事、高级职员、法律顾

问、财务顾问或因与本协议的履行有关而必须了解的范围之内。除非法律、政府

或法院的要求或乙方按照证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双

方书面同意，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上述任何信息，但为了获得本协议所述

的内部决策和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函而向有关方及政府机关披露的情况及其他

为法律所要求披露的情况除外。本款规定的效力不受本协议被解除、终止或因有

关法律法规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的影响。 

（六）协议的生效 

双方一致同意，除非双方另行书面同意放弃（但以法律所允许者为限），本

协议将自下列所有条件得到满足并完成之日起生效，否则协议不生效： 

1、甲乙双方盖章并经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乙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协议。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结合自身实际做出的审慎决定，公司在重庆涪陵设有生产基

地，而华东、华南为公司国内的主要市场，公司对泽胜船务的投资事项有利于充

分发挥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将产品通过水路运输到主要市场的能力，更好的服

务华东和华南市场客户，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销售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是公司

将区域销售网络的覆盖拓宽的重要一步，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符

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是在保障公司主

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合理配置资金，拓宽公司投资领域，获得资本增值收

益，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项目因受到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投资收

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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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同

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上述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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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