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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21-045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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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拟将持有的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0%股权，参照

评估价值，以3,357.47万元为底价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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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资产转让将通过挂牌方式，能否最终成交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背景与交易概述： 

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公交”）系江西长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4年12月共同投资设立，该公司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人

民币2,800万元，持有其70%的股权。 

为拓展公司城市公交业务的市场份额，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议，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受让了景

德镇市公共交通公司部分实物资产，目前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景德

镇市的公交客运业务。 

鉴于景德镇公交2019年度亏损1,032.46万元，2020年度亏损2,938.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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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亏增效，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本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景德

镇公交70%股权，并将参照上述股权的评估价值，以3,357.47万元为底价通过挂

牌方式公开转让。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该议案表决

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本次拟转让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70%股权事项，将严格按照国有

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以挂牌方式公开实施转让。景德

镇公交的其他法人股东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表示不放

弃优先受让权，但对于其是否成为最终意向受让人或是否有其他意向受让人目前

尚无法确定。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70%股权 

（一）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00322566162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瓷都大道 1251号  

经营场所：江西省景德镇市 

法定代表人：计淼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2014-12-30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城市（城际）公共客运、城市出租车经营、道路客运（凭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经营）;汽车维修（凭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经营）；汽车租赁；

汽车零配件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充电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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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景德镇公交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800 70.00 

2 
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200 30.00 

合  计 4,000.00 100 

本公司持有的景德镇公交 70%股权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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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景德镇公交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4,009.37万元，

负债总额为 13,244.80 万元，资产净额为 764.57 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45.50万元，净利润为-2,938.63万元。 

截至 2021年 1 月 31日，景德镇公交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440.9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000.29 万元，资产净额为-559.31 万元；2021年 1月实现营业收

入 312.46 万元，净利润为-265.55万元。 

景德镇公交上述财务数据经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未具

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已

对江西景德镇公交胜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铭评报字【2021】第 2092号《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拟实施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告》，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 1月 31日，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方

法进行评估。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16,440.98 万元，评估价值合

计为 21,618.06 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5,177.08 万元，增值率为

31.49%；负债账面价值合计为 17,000.29 万元，评估价值合计为 16,821.6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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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减值 178.62万元，减值率为 1.05 %；净资产总额

账面价值为 -559.31 万元，评估价值合计为 4,796.39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

值评估增值 5,355.70 万元。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A B C = B - A  D = C / 

A×100% 流动资产  

1 

4,172.29 4,131.96 -40.33 -0.97 

非流动资产  

2 

12,268.68 17,486.10 5,217.42 42.5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固定资产  

8 

9,930.52 14,910.51 4,979.99 50.15 

在建工程 

9 

419.16 426.82 7.66 1.83 

工程物资 

10 

- - - - 

固定资产清理 

11 

- - - - 

无形资产 

12 

1,886.46 2,120.83 234.37 12.42 

      长期待摊费用  

13 

8.65 4.04 -4.61 -53.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 

23.90 23.90 - - 

资产总计 

15 

16,440.98 21,618.06 5,177.08 31.49 

流动负债  

16 

16,821.67 16,821.67 - - 

非流动负债  

17 

178.62 - -178.62 -100.00 

负债合计 

18 

17,000.29 16,821.67 -178.62 -1.05 

净资产 

19 

-559.31 4,796.39 5,355.70 957.55 

注：列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4,979.99 万元，增值率

50.15%，主要原因系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和车辆评估增值所致。房屋构筑物增

值原因是近年人材机建造成本上涨，导致增值；部分构筑物系资产性补助资产，

账面价值为 1 元，本次评估根据资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增值；机器

设备和车辆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耐用年限长于会计折旧年限，其中部分车

辆账面值与企业历史年度政府资产性补助对冲，即该部分车辆账面价值远低于购

置成本，评估根据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故评估增值。       

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基准日账面值为 178.62 万元，系由建

设性补贴和其他资产性补贴形成的递延收益。评估人员核对了明细账、总账及报

表，抽查了相关凭证，确认递延收益为企业未来不需支付款项，考虑到景德镇长

file:///E:/我的办公室/评估报告包/中铭评估模板/中铭国际评估报告（模板）/中铭成本法评估模板/中铭评估明细表摸板/最终评估明细表(2008New)%20-%20最终.xls%23RANGE!B6%23RANGE!B6
file:///E:/我的办公室/评估报告包/中铭评估模板/中铭国际评估报告（模板）/中铭成本法评估模板/中铭评估明细表摸板/最终评估明细表(2008New)%20-%20最终.xls%23RANGE!B20%23RANGE!B20
file:///E:/我的办公室/评估报告包/中铭评估模板/中铭国际评估报告（模板）/中铭成本法评估模板/中铭评估明细表摸板/最终评估明细表(2008New)%20-%20最终.xls%23RANGE!B22%23RANGE!B22
file:///E:/我的办公室/评估报告包/中铭评估模板/中铭国际评估报告（模板）/中铭成本法评估模板/中铭评估明细表摸板/最终评估明细表(2008New)%20-%20最终.xls%23RANGE!B24%23RANGE!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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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历史经营情况，企业近年来运营连续亏损，且根据目前的经营情况，短时间

内经营难以扭亏为盈，故本次评估不保留所得税。故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值为零，

评估减值率为 100%。 

景德镇公交净资产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5,355.70 万元，增值率为

957.55%，主要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2、市场法评估结果 

景德镇公交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559.31 万元，评估价值

2,171.00 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2,730.31 万元。   

3、最后取定的评估结果 

评估师认为：市场法需要在选择可比上市公司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委估资产

与交易标的企业的财务数据，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市场法采用的上市公司经营和

财务资料等相对有限，而且市场法基于基准日资本市场的时点进行估值而未考虑

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资产基础法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将各生产

要素的重置价格基本涵盖。因此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景德镇公交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基于以上因素，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景德镇公交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4,796.39 万元，即：人民币肆仟柒佰玖拾陆万叁仟玖佰

元整。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21】第

2092号《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景德镇公交70%股权价值为3,357.47万元，公

司拟参照上述股权的评估价值，以3,357.47万元为底价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景

德镇公交70%股权。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将通过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对外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交

易是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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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以 3,357.47 万元为底价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景德镇公交 70%股权，

景德镇公交的其他法人股东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表示

不放弃优先受让权，但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成交结果为准， 

景德镇公交近两年连续亏损，为减亏增效，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

营效率，公司决定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景德镇公交 70%股权。如按照挂牌底价

测算，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的投资收益约为 3,760 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景德镇公交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公

司不存在为景德镇公交提供担保、委托景德镇公交理财的情况。截至目前，景德

镇公交向本公司借款本金余额为 8,762.99 万元，公司在挂牌转让景德镇公交 70%

股权时，将要求受让方履行上述借款本息的偿还义务。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有利于

完善公司资产结构，促进资产的有效优化配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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