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ST 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1-073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子公司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
暨合作方退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18 年 8 月 3 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
洲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与
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路利凯”）签署了《盐城
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双方共同设立盐城牛员外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盐城牛员外”），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
币 1 亿元，其中新大洲投资出资 6,000 万元、中路利凯出资 4,000 万元。新大洲
投资为普通合伙人，出资占比 60%；中路利凯为有限合伙人，出资占比 40%。
该事项经本公司 2018 年 8 月 2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 有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 2018 年 8 月 3 日披露 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对
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公告》（编号：临 2018-077）。
2018 年 8 月 16 日本公司与盐城牛员外签署了关于盐城牛员外对恒阳优品电
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优品”）增资事项的《增资协议》和
《增资补充协议》
，盐城牛员外向恒阳优品增资 10000 万元，其中 666.67 万元计
入恒阳优品注册资本，9333.33 万元计入恒阳优品资本公积金，增资后本公司及
盐城牛员外分别持有恒阳优品 60%及 40%股权。该事项经本公司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内容详见本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对子公司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
司增资的公告》（编号：临 2018-080）。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恒阳优品未能实现前述公告中《增资补充协议》约定
的自增资完成之日起每年向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纳税总额达到人民币
1,000万元，中路利凯提出新大洲控股对盐城牛员外持有恒阳优品的股权予以回
购和中路利凯自盐城牛员外分配利润后退伙的要求。公司考虑当时合作的基础，
特别是原与恒阳牛业协同发展牛肉业务的基础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拟按照双方
约定同意其退出。恒阳优品正在积极探索盈利模式，与多家公司开展业务和投资
领域的合作。
根据前述签署的《增资协议》、《增资补充协议》、《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各方就新大洲控股回购股份和中路利凯退伙
事宜进行补充约定：盐城牛员外基于《增资补充协议》应当获取的股权回购款金
额为13543.01万元人民币；而中路利凯基于在盐城牛员外的持股份额以及基于
《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约定，自盐城牛员外分配
利润后退伙应当获取的最终财产分配金额为人民币5,417.20万元。新大洲控股本
应将股权回购款支付至盐城牛员外，再由盐城牛员外将中路利凯自盐城牛员外分
配利润后退伙应当获取的最终财产分配金额支付给中路利凯。为使中路利凯尽快
完成退伙，各方一致同意：由新大洲控股于2023年3月31日之前分六个阶段将上
述中路利凯应当获取的最终财产分配金额直接支付至中路利凯指定的收款银行
账户，并由恒阳优品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交易事项经本公司2021年7月2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 本事项无须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同日中路利凯、新大洲控股、盐城牛员外、恒阳优品、新大洲
投资五方签署了《协议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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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兴民居委会四组恩源电子商务园3号楼735
室(B)
主要办公地点：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兴民居委会四组恩源电子商务园3号
楼735室(B)
执行事务合伙人：盐城中路开牛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9950万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20900MA1NN8E14H
主营业务：投资咨询，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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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盐城市盐州实业有限公司
99.9%

盐城中路开牛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1%

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中路利凯与本公司除了共同持有盐城牛员外股权外，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其他关系以及不存在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中路利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中路利凯持有的盐城牛员外40%股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等。
公司名称：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设立时间：2018年8月3日
注册地：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兴民居委会四组恩源电子商务园三号楼
703(B)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0%

60%
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0%

40%
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60%

40%

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0%

60%

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除金融与投资咨询），商务咨询服务（除
金融与投资咨询）。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金额：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诉讼与仲
裁事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
计）
100,000,041.78
50700
0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100,000,481.51
50700
0

0

0

99,949,341.78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0
-439.73
-439.73

99,949,781.51
2020 年度（经审计）
0
204.79
204.79

-439.73

盐城牛员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 未完成《增资补充协议》约定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299.79

公司名称：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8年8月14日
注册地：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兴民居委会四组恩源电子商务园三号楼
116(B)
注册资本：1666.7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互联网上销售：食品；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除金融与
投资咨询）；会务服务；包装服务；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农产品、鲜活
水产品、生鲜肉品、冷藏肉、冷冻肉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推广、
技术咨询、批发、零售。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金额：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诉讼与仲
裁事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
计）
98,472,946.00
10,494,024.04
97,362,477.4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101,119,670.06
12,235,116.87
98,260,870.45

0

0

87,978,921.96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4,516,866.01
-907,772.17
-905,631.23
-408,620.50

恒阳优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 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丁方：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
戊方：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88,884,553.19
2020 年度（经审计）
26,677,458.67
-4,585,507.72
-4,718,049.44
330,629.48

鉴于：
乙方为丁方（即目标公司）控股主体；
目标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向甲方进行融资。甲方经与乙方协商一致，与乙
方的全资子公司戊方共同成立了丙方，以丙方作为投资主体向丁方进行投资。丙
方总计对丁方投资人民币1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元），其中包含甲方对
丙方出资的人民币4,000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万元）和戊方对丙方出资的6,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万元）。
为了保证甲方作为投资人的权益，协议各方于《增资补充协议》约定：若丁
方未能在增资完成之日起每满一年，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纳税总额达
到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的（丙方书面豁免的情况除外），
则乙方应当以丙方对丁方的投资款总额以年化8%复利计息回购丙方持有的丁方
股权（丁方对此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义务）。后甲方依约向丙方进行了投资款的
足额注入，而戊方作为丙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亦按照投资协议之约定向丁方足额
注入了投资款。各方为此签署了关于丁方的《增资协议》和《增资补充协议》，
以及针对丙方的《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因丁方未能实现自增资完成之日起每年向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纳
税总额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
（以下简称“丁方业绩”）
的约定，甲方提出乙方对丙方持有丁方的股权予以回购和甲方自丙方分配利润后
退伙的要求。协议各方拟根据前述签署的《增资协议》、
《增资补充协议》、
《盐城
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就乙方回购股份和甲方退伙
事宜进行补充约定。
第一条 各方确认：
《增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丁方业绩未完成，甲方有权要
求按照《增资补充协议》约定由乙方回购丙方持有丁方股权，且有权要求于股权
回购款得以支付后向丙方提出利润分配及退伙。
第二条 各方确认：丙方基于《增资补充协议》应当获取的股权回购款金额
为13543.01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肆拾叁万零壹佰元）；而甲
方基于在丙方的持股份额以及基于《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之约定，自丙方分配利润后退伙应当获取的最终财产分配金额为人民币
5,417.2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肆佰壹拾柒万贰仟元）。

第三条 各方确认：乙方本应将股权回购款支付至丙方，再由丙方将甲方自
丙方分配利润后退伙应当获取的最终财产分配金额支付给甲方。为使甲方尽快完
成退伙，各方一致同意：由乙方于2023年3月31日之前将上述甲方应当获取的最
终财产分配金额直接支付至甲方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并由丁方对上述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四条 乙方应当按如下方式向甲方付款：

（人民币）

占乙方应付
款项总额的
比例（%）

甲方持有丙方
相应合伙份额
（%）

应付金额

支付阶段

支付时间

第一阶段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

320 万元

5.91

2.364

第二阶段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

320 万元

5.91

2.364

第三阶段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360 万元

6.64

2.656

第四阶段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

1450 万元

26.77

10.708

第五阶段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1450 万元

26.77

10.708

1517.20 万元

28.00

11.200

第六阶段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

第五条 乙方每一期回购价款若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则视为违约，乙方应当
就当前应付未付的股权回购价款按年化10%单利支付违约金，并应当继续履行本
协议。若乙方按时履行本协议，甲方不得再要求乙方履行《增资协议》、
《增资补
充协议》、
《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相关约定；若乙
方违约，甲方有权选择按本协议履行，或者选择按原《增资协议》、
《增资补充协
议》、
《盐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约定履行（下称“按
原协议履行”）；若甲方选择按原协议履行，则甲方已经收到的金额不予退还，但
可用于抵扣甲方按原协议履行后应当收取的金额。
第六条 若乙方、丁方未能按时、足额支付本协议前述股权回购款的，则甲
方为追索上述金额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
保全费、诉讼费及相关手续费）均应由乙方、丁方连带承担。
第七条 根据第四条乙方付款时间，在每一阶段乙方支付相应的股权回购款
后，甲方将同比例不再享有在丙方对应的各类权益；在第四阶段、第六阶段乙方
支付相应回购款后，甲方均需配合丙方办理退伙手续，并前往工商机构办理对应

比例合伙份额变更的登记手续，若甲方不配合，则乙方有权拒绝支付下一笔股权
回购款，并对此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 本协议按约定履行完毕后，则甲方不再为丙方合伙人，对丙方不享
有任何权益，亦不享有丁方任何股权及相应权益。同时，乙方的回购股权义务得
以豁免。
第九条 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各方友好协商解决；无法以协商方式解决的，
提交本协议签署地江苏省盐城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六、 本次签署的协议与前次签署的协议的主要差异及影响
1、支付对象不同、取得的股权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第三条约定由新大洲控股支付至中路利凯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第
八条约定本协议按约定履行完毕后，则中路利凯不再为盐城牛员外合伙人，对盐
城牛员外不享有任何权益，亦不享有恒阳优品任何股权及相应权益。同时，新大
洲控股的回购股权义务得以豁免。
《增资补充协议》7.4条约定盐城牛员外有权要求新大洲控股回购其持有的
全部或部分恒阳优品股权，回购款支付给盐城牛员外。
上述变化导致取得的股权发生变化，即从新大洲控股回购盐城牛员外持有恒
阳优品40%的股权变为新大洲控股取得中路利凯持有盐城牛员外40%的合伙份
额。
2、付款期限不同
本次协议第四条约定分六个阶段至2023年3月31日前付清回购价款。
《增资补充协议》7.4.10条约定“全部回购款应在盐城牛员外发出书面要求
回购的请求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给盐城牛员外。”
此变化有利于本公司延长支付时间，缓解资金支付压力。
3、增加了违约约定
本次协议第五条约定每一期回购价款若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则视为违约，新
大洲控股应当就当前应付未付的股权回购价款按年化10%单利支付违约金，并应
当继续履行本协议。
《增资补充协议》未就回购不能按时足额支付的情况约定违约条款。
此变化对本公司如果违约进行了约束。

七、 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依据2018年已签署的《增资协议》、
《增资补充协议》、
《盐城牛员
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约定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约定，通过六
个阶段支付款项后本公司将直接及间接合并持有盐城牛员外100%股权、直接及
间接合并持有恒阳优品100%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对公司
资产负债表结构有一定影响，本期及未来资产和负债将同步增加，财务费用增加，
但对公司经营成果无较大影响。通过本次交易，可按照合作时约定使中路利凯正
常退出，亦为恒阳优品对外合作及业务拓展开放了空间。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八、 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盐
城牛员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上
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