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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06       股票简称：*ST 香梨      公告编号：临 2021—45号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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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梨股份”或“公司”）正

在筹划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泰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登投资”）

及其全资子公司霍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氏集团”）、威宁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宁公司”）所持有的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

一石化”，持有统一咸阳、统一无锡 75%股权）100%股权，以及统一（陕西）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咸阳”）25%股权、统一（无锡）石油制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无锡”）25%股权。相关各方于近日签署了《重大资产

收购协议》。 

 经公司与有关各方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最终以签署的正式交易协

议为准。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

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最终方案、交易价格等尚需根据尽职调

查、审计或者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后确定，交易的实施存在不确

定性。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审慎停牌、分阶段披露”

的原则，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存在因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公司预计将于 2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正式方案。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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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一、 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泰登投资、霍氏集团及威宁公司签署了《重大资产收购协议》，

各方初步同意： 

上市公司拟通过后续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向泰登投资收购其持有的统一石化

92%股权，向霍氏集团收购其持有的统一石化 3%股权，并向威宁公司收购其持有

的统一石化 5%股权、统一无锡 25%股权及统一咸阳 25%股权（合称为“标的资

产”）。 

标的资产的价值最终将基于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

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备案确认的评估报告，由各方协商后确定。截至本

公告日，标的资产的预估价值为人民币 143,000 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收购拟采用现金支付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也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尚需交易双方进行进一步的

协商和论证，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作，预计将于

2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正式方案。 

二、 标的公司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888960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注册资本：5,059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霍振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芦城开发区 

股权结构：泰登投资持股比例为 92%，霍氏集团持股比例为 3%，威宁公司持

股比例为 5% 

经营范围：生产、批发润滑油、润滑脂、不冻液、石油化工产品、刹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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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专用养护、清洗用品；开发润滑油、润滑脂、不冻液、石油化工产品、刹车

油、汽车专用养护、清洗用品等 

统一石化的财务数据将于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最终确定。 

2. 统一（陕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统一（陕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0776985388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霍振祥 

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 

股权结构：统一石化持股比例为 75%，威宁公司持股比例为 2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润滑油销售；润滑油加工、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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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统一咸阳的财务数据将于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最终确定。 

3.统一（无锡）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统一（无锡）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567777507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130.0000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霍振祥 

住所：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工业集中区 

股权结构：统一石化持股比例为 75%，威宁公司持股比例为 25% 

经营范围：从事润滑油、润滑脂的生产、加工和开发，提供上述业务的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润滑油、润滑脂、刹车油、不冻液、基础油（包括

150SN、150N、230N、250N、70N、150BS、500SN、600SN、600N、500N）、添加剂、

汽车专用养护、清洗用品、塑料原料、塑料制品的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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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佣金代理和批发仅限于国内）（上述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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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无锡的财务数据将于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最终确定。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 泰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泰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Trident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开曼群岛 

公司类型：Exempted Company 

成立时间：2015.06.23 

地址：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5, Cayman 

Islands 

总股本：50,000 万美元（分为 5,000,000 万股，每股 0.01美元） 

2. 霍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霍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Huos Group Holding Limited) 

注册地：开曼群岛 

公司类型：Exempted Company 

成立时间：2012.11.05 

地址：1st Floor, Windward 1,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0338, 

Grand Cayman KY1-1003, Cayman Islands 

总股本：50,000 美元（分为 5,000万股，每股 0.001美元） 

3. 威宁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威宁贸易有限公司 (Wei Ning Trading Co., Limited) 

注册地：中国香港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10.06 

地址：9/F, MW Tower, No.111 Bonham Strand, Sheung Wan, HK 

业务性质：基础油、润滑油、润滑脂、刹车油、不冻液、添加剂、汽车用品 

总股本：港币 1元（分为 1股，每股面值港币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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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收购方：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制的企业 

出售方：泰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霍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威宁贸易有限公

司 

泰登担保方：泰登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霍氏担保方：霍振祥（中国身份证号码：110106194906******）、霍玉芹（中

国身份证号码： 110106197211******）、谭秀花（中国身份证号码：

110106194906******）、霍建民（中国身份证号码：110106197510******）（泰

登担保方和霍氏担保方合称为担保方） 

（二）交易标的 

泰登投资持有的统一石化 92%的股权，霍氏集团持有的统一石化 3%的股权，

威宁公司持有统一石化 5%的股权、统一咸阳 25%股权、统一无锡 25%股权。 

（三）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价值最终将基于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

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备案确认的评估报告，由各方协商后确定。截至协

议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预估价值为人民币 143,000万元。 

（四）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内，统一石化及其下属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股东分配利润。各

方同意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各方共同确认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的损益情况进行审计。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

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亏损及损失由出售方承担。过渡期亏损的具体承担方式将

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2.过渡期内，为实现业务的平稳过渡，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如一方在业务

的开展过程中需要其他各方予以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相关资料、出具说明、

共同向有权监管机构开展申报行为等），其他各方应对此尽合理商业努力予以积

极配合。 

3.过渡期内，出售方应尽其合理商业努力确保统一石化及其下属企业在重大

方面遵循以往的运营惯例和经营方式运作，维持与有权监管机构、客户及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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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制作、整理及妥善保管各自的文件资料，及时缴纳有关税费，并根据以往

惯常的方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 

 （五）违约责任 

1.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或未及时或适当履行其在本协

议项下之义务，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承诺，或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陈述

与保证失实，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

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为

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并在收到守约方书面通知后 10 日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 

2.对出售方需要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的损失，泰登担保方应对其

中 55%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霍氏担保方应对其中 45%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一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

或解除而免除。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书自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各出售方

和担保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并在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经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于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

的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之日起生效。 

（七）协议的变更、修改和转让 

本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本协议的变

更和修改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

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部分或全部权利或义务。 

（八）其他事项 

各方同意，后续将在必要时就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签署补充协议或其他交易文

件，以对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相关事项作出进一步约定。 

四、 拟聘请中介机构情况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

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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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五、 本次交易预计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协议涉及的交易如后期能实施成功，后续将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

状况与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看，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本次交易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要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金额、标的公司估值等尚未最终确定，相关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尚需履行公司及标的公司必要的内外部相

关决策、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该等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 

（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审慎停牌、分阶段披

露”的原则，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存在因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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