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2021-032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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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或“公司”）拟向控股股

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集团”）非公开协议转让全资子

公司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51%的股权，

转让价为人民币 59,909.65 万元。 

●本次资产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4月 30日。 

●太重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48.91%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

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如下：公司向太重集团

非公开协议转让参股子公司太重（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9%的股权，转

让价为人民币 10,394.33万元；全资子公司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向山

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 20%的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54,843.68 万元。

本次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 3,000 万元，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5 条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转让所持滨海公司 51%的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59,909.65万元，受让方



为太重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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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公司系太原重工于 2008 年 1月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旨在建设成为“前

港后厂”的重型机械装备研制基地和出海口基地。成立至今，太原重工对滨海公

司先后四次增资，截至目前，滨海公司注册资本为 20.2848亿元。 

太重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48.91%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独立董事

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如下：公司向太重集团非

公开协议转让参股子公司太重（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9%的股权，转让

价为人民币 10,394.33万元；全资子公司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向山西

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 20%的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54,843.68 万元。 

本次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 3,000万元，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5

条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重集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企业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注册资本：142,029.5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注册时间：1950 年 10月 4日 

经营范围：冶金、轧钢、锻压、起重、矿山、煤炉、焦炉、清洁型煤深加工、

环保、电控等成套设备及其工矿配件，油膜轴承、减速机、车轮车轴、液压气动

元件、液压系统、钢锭、铸件、锻件、结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安装、修

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化、咨询服务，电子计算机应

用及软件开发；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化工产



品（除易燃、易爆、易腐蚀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物业管理；技能培训；医用氧、充装液化气体（仅限下属分公司经营）。 

太重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计 5,528,760.33 5,512,356.18 

负债总计 4,410,246.12 4,407,480.24 

营业收入 1,342,456.01 400,370.03 

利润总额 6,992.41 2,596.12 

净利润 -5,857.74 -1,526.84 

注：2020 年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4

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向关联人出售资产。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滨海公

司 51%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2,848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五十路 69号 

注册时间：2008 年 1月 25日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锻压设备、化工设备、海工设备、港机设备和港口业务等。 

本次股权转让后滨海公司与本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滨海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731,320.41 754,668.90 

负债总计 618,405.43 649,547.39 

营业收入 53,319.76 12,623.70 

利润总额 -25,227.77 -7,817.71 

净利润 -25,380.13 -7,776.24 

注：2020 年及 2021 年 4 月 30 日数据均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三）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对此次拟转让资产拥有清晰完整的权属，拟转让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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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太原重工及滨海公司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太原重工拟向太重集团转让所持滨海公司 51%股权事宜所

涉及的滨海公司的股东部分权益，在 2021年 4月 30日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审计评估。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式对标的企业进行了评

估，并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最终评估结果。 

1、运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滨海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755,495.43 万元，评估价值为 747,317.86 万元，减值额为 8,177.57 万元，减

值率为 1.08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649,740.72 万元，评估价值为 629,847.95

万元；减值额为 19,892.77 万元，减值率为 3.06%，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5,754.71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17,469.91 万元，增值额为 11,715.20 万元，增值率

为 11.08%。 

2、运用收益法评估结论：滨海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755,495.43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649,740.7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5,754.71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4,218.62 万元，增值额为 8,463.91 

万元，增值率为 8.00%。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4,218.62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后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7,469.91 万元，两者相差 3,251.29 万元，差异率为

2.77%。 

综合考虑滨海公司收入来源、生产模式等因素，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论，即：滨海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7,469.91 万元，太原重工持有滨海

公司的 51%股权价值为 59,909.65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乙方：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1、转让方式  

按照有关规定，本次资产转让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2、转让价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太重（天津）

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6188

号）确认的净资产值，双方确定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99,096,500元。 

3、标的股权交割 

甲、乙双方确认，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该等手续完成之日（即主管部门核发新的营业执照之日）为标的股权交割

日。 

4 、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60%，

即人民币 359,457,900元。 



股权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40%，即人

民币 239,638,600 元。 

5、过渡期损益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的期间损益归甲方，股权转让价

格不再做调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转让所持滨海公司 51%的股权，符合国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政策

方向和目标要求，也符合公司深化改革、转型升级、优化布局的整体发展战略。

对亏损板块进行资源重组，有助于公司聚焦优势主业，优化资本结构，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滨海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以权

益法计量所持有的滨海公司 49%的股权，就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损益不会造成

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日，滨海公司向太原重工借款共计 9.7亿元，预计股权交

割日后 3个月内偿付完毕。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认为该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

意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拟向太重集团非公开协议转让滨海公司 51%的股权，有助于公

司聚焦优势主业，做优做强优质资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

发展。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同意，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遵循了关联方回避原则并履行了回避表决义

务。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的契约自由原

则，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鉴于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