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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滕州公司股权出售事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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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出售公司持有的参股公司新能

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公司”或“标的公司”）40%股权。  

交易对方联泓新科为联想控股全资子公司联泓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公司董

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赵令欢先生担任联想控股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联想控股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聚焦天然气主业，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签署《新奥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华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与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能

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司拟向联泓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3022”，证券简称为“联泓新科”，以

下简称“联泓新科”或“交易对方”）出售所持有的滕州公司 40%股权，交易价款

根据标的公司的评估报告协商确定，最终以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披露的《新奥股份关于滕州公司股权出售事项签署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滕州公司股权出售事项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



玉锁先生、王子峥先生、赵令欢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转

让协议的签订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与联泓新科签署《关于新能凤凰（滕州）能源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576 号），以标的公司全部

股东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 100%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43,971.56 万元，

增值率 11.08%，标的公司 40%的股权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7,588.62 万元。

双方在参考前述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款为 57,588.62 万元。 

（二）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 

交易对方联泓新科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3396”，证券简称“联想控股”）全资子公司联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泓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赵令欢先生担任联想控

股董事，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联泓新科为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过去十二个月，公司与联

想控股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行为。 

二、 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689467363U 

法定代表人：郑月明 

注册资本：102736 万人民币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滕州市木石镇驻地（木石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先进高分子材料（具体为：乙烯-乙酸乙烯共聚物、聚丙烯、聚乙

烯）、特种化学品（具体为：聚醚、减水剂母液（不含危险化学品）、表面活性剂

及其延伸品）、环氧乙烷、乙烯、丙烯、丙烷、混合碳四、混合碳五、液氧、液

氮、液氩、乙二醇、重醇、石膏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储罐租赁；经营本企



业生产所需的相关设备的销售和进出口业务以及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化

工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联泓集团持有联泓新科 51.77%股权，联泓集团为联想控股的全

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联泓新科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最近两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790,347.46  954,524.80 

总负债  463,228.99  400,245.88  

归母净资产  318,957.92  544,707.66  

营业收入  567,449.24  593,136.02 

归母净利润  53,181.57  64,060.86 

（三）关联关系 

联泓新科为联想控股全资子公司联泓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王玉锁

先生、董事赵令欢先生担任联想控股董事，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联泓新科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 

1、交易类别 

本次交易类别为出售资产，即公司拟向联泓新科出售所持有的参股公司滕州

公司 4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能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7628641631 

法定代表人：于建潮 

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滕州市木石镇（驻地） 

经营范围：甲醇、液氧、液氮、液氩、硫磺的生产（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准

的范围内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发电类（在电力业务许可证核准的范围

内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能源化工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能源化工企业生产装置试车、开车技术推广与服务；机械设备维修；电

气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医用氧（液态）生产（凭许可证经营）；

煤炭及制品销售；售电业务；将天然水（地下水、地表水）经过蓄集、净化达到

生活饮用水或其他用水标准，并向居民家庭、企业和其他用户供应的活动；热力

生产和供应；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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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48,000  40% 

廊坊华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51,000 42.5%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000 17.5% 

滕州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副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建潮先生任

其董事长。 

4、标的公司最近两年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337,361.26  322,875.19 

总负债  163,887.38  193,261.09 

净资产  173,473.88  129,614.10 

营业收入  207,089.40  164,100.09 

净利润  17,228.90  -4,489.24 

注：标的公司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5、标的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价款参照标的公司评估结果确定。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滕州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

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576 号）：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322,875.19 万元，评估值 333,124.10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

比较增值 10,248.91 万元，增值率 3.17%。其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140.28

万元，评估价值 295.69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较增值 155.41 万元，增值率

110.79%；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17,955.69 万元，评估价值 37,411.09 万元，评估值

与账面值比较增值 19,455.40 万元，增值率 108.35%。负债账面值 193,261.09 万

元，评估值 189,152.54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较减值 4,108.55 万元，减值率

2.13 %。净资产账面价值 129,614.10 万元，评估值 143,971.56 万元，评估值与账

面价值比较增值 14,357.46 万元，增值率 11.08 %。 

2、收益法评估结果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129,614.10 万

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144,900.00 万元，评估

增值 15,285.90 万元，增值率 11.79%。 

3、评估结论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甲醇产品及少量副产品的生产销售。收益法强调的是企

业整体资产的预期盈利能力，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

量化与现值化，由于企业未来年度甲醇的产量受宏观经济形势、国际期货价格变

化、国家环保产业政策、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目前甲醇产品市场价格波

动较大，收益法所依据的计算基础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未来收益预

测存在较大的影响，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作为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

地反映了股东投入资本的市场价值。本次采用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准确揭

示评估时点的股权价值，以之作为本次经济行为价值参考较为合理。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滕州公司净资产价值参考

依据。滕州公司所有者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143,971.56 万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标的资产 

甲方为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

方拟向乙方出售持有的滕州公司 40%股权。 

（二）交易方案 

1、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为乙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40%股权。 

2、交易评估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1]第 576 号《评估报

告》，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价值，

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43,971.56 万元，则标的

公司 40%的股权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7,588.62 万元。 

3、交易价格 

双方在参考前述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并同意，交易价格为标的公司 40%

的股权权益的评估价值，即人民币 57,588.62 万元。 

4、交易价款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两次支付：首次支付金额为总交易金额的 50%，即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8,794.31 万元，支付时间不晚于本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二次支付金额为总交易金额的 50%，即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人民币 28,794.31 万元，支付时间为不晚于标的资产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

成。上述价款支付不含过渡期损益导致的价款调整，如发生过渡期损益分享/承

担事项，则双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原则和方案执行。 

5、过渡期损益分享/承担 

（1）过渡期指自评估（审计）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当日（本次

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止的期间。双方同意，就标的公司过

渡期损益按照如下原则分享和承担：乙方享有/承担过渡期损益的 50%，甲方享

有/承担过渡期损益的 28.75%。 

（2）就过渡期损益的分享/承担可能对最终交易价格的影响，双方同意按照



如下原则执行： 

乙方聘请并经甲方确认的审计机构对过渡期损益进行审计，交易双方对该等

损益审计结果进行确认，股权交割之日起 30 日内审计机构出具过渡期损益审计

报告；如交割日当月所属的过渡期天数不足一个整月的，该月过渡期天数计入过

渡期的损益按照交割日（不含当日）前的实际天数与当月日历天数所占比例乘以

该月经审计的损益计算；基于前述过渡期损益分享原则和过渡期损益审计报告确

认的数据，交易双方于过渡期损益审计报告出具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相应的补足，

即：如果标的公司过渡期盈利，则受让方应补足转让方应享受的过渡期收益；反

之，则转让方应就其应承担的过渡期亏损向受让方进行补足。 

6、标的公司员工安置 

（1）甲方承诺：自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将督促标的公司

生产、技术、管理等在册员工（以框架协议签约日为基准，与标的公司签署劳动

合同的全部员工，以下简称“在册员工”）劳动及聘用关系全部冻结，不增加其

他辅助人员，如标的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增加人员的，甲方应提前与乙方沟通，

并取得乙方的同意。 

（2）乙方承诺： 

股权交割后，维持标的公司员工相对稳定，并督促标的公司严格按照《劳动

合同法》等相关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股权交割后，标的公司员工的劳

动合同正常履行，依照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及标的公司规章制度规定而发生的用人

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情形除外；标的公司员工在本次交易前已在标的公

司的劳动年限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任何影响。 

7、本次交易的交割 

（1）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协同配合提供本次股权交割所需的相

关文件，包括标的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改

选、标的公司新章程签订以及工商登记所需的其他各项资料。 

（2）乙方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全额首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十（10）日内，

甲方应当办理完成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为免疑义，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甲方

有权拒绝乙方要求出具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文件、办理股权交割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4）自交割之日起，乙方依照法律的规定、本协议和标的公司新章程的约

定享有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8、税费 

因签署和履行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各自进行承担；应由标的公司承担的税费，由标的公司承担。 

双方同意，如本次交易成功，由标的公司承担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费用，双

方同意审计评估费用不计入过渡期损益；如本次交易未成功，则由乙方承担审计

评估费用。 

9、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

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决时，本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标的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双方加盖公章后成立；本协议

在双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以签署补充

协议的方式确定。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一）员工安置安排 

本次交易涉及的员工安置详见“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中“6、标的公

司员工安置”中的相应内容。 

（二）本次出售资产所得的现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交易标的主营业务为甲醇生产与销售，本次交易剥离该部分业务有助于公司

整合资源及业务板块，进一步聚焦天然气主业，符合公司成为天然气产业智能生

态运营商的发展战略。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尚需经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

效，在协议正式生效前，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待协议生

效并股权交割完成后，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损益影响约为 5743 万元，因最终交易

价格受到过渡期损益的影响，具体影响情况以过渡期审计结果为准。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经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本次交易最终付诸实施与否

以及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变动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历史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联想控股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1 年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滕州公司股权出售事项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二）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9 票通过、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滕州公司股权出售事项拟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玉锁先生、王子峥先生、赵令欢先生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本次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1、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整合资源及业务板块，进

一步聚焦天然气主业，符合公司成为天然气产业智能生态运营商的发展战略，不

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2、公司在审议本次事项时，董事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3、我们同意公司

就滕州公司股权出售事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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