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861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2-005 

转债代码:113549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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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白云电器”）拟以

自有资金收购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电气集团”、“关联方”）持

有的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机安”）17.04348%

股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对价为 600 万元。 

 本次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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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白云电气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日常交

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及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除上述经公司

董事会批准的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同一关联方以及不同关联方发生过与本次交

易类别相关的其他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6 日与白云电气集团签署了《关于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收购白云电气集团持有的白云机安 17.04348%股权，经交易双方协商



一致，本次交易对价为 600 万元。 

鉴于交易对方白云电气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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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白云电气集团及其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的日常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及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披露的《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3）。除上述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同一关联方以及

不同关联方发生过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 

本次的交易对方白云电气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

企业，双方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101231251149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石龙墟当铺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胡德良 

成立时间：1996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资本：12,38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电气机械设备

销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总部管理；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房屋

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技术服务（不含许可审批项目）。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云电气集团的控股股东为胡德良、胡德宏、胡德



健、胡德才、伍世照。白云电气集团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胡德良 胡德宏 胡德才胡德健 伍世照

白云电气集团

25% 25% 25% 15% 10%

 

胡德良、胡德宏、胡德健、胡德才、伍世照、伍倩雯为白云电器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胡氏五兄妹之子女，2017 年 9 月，胡德良、胡德宏、胡德健、胡德

才、伍世照、伍倩雯与白云电器实际控制人胡明森、胡明高、胡明聪、胡明光、

胡合意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确认在协议生效之前 12 个月，胡德良、胡

德宏、胡德健、胡德才、伍世照、伍倩雯在白云电气集团股东会及董事会中就白

云电气集团的重大经营事项进行决策时，均与胡明森、胡明高、胡明聪、胡明光、

胡合意保持一致行动，并约定在协议生效后将继续保持一致行动。 

因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云电气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德良、胡德宏、

胡德健、胡德才、伍世照、胡明森、胡明高、胡明聪、胡明光、胡合意十名胡氏

家族成员。 

3、白云电气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904,388,470.78 14,252,376,823.17 

资产净额 5,608,747,653.17 5,247,144,549.33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26,233,692.75 6,234,610,714.73 

净利润 361,603,103.84 363,208,597.0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购买资产 

交易标的：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7.04348%股权 

公司名称：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231269584T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1633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白云电气科技大厦

07 层 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荣章 

成立时间：1997 年 1 月 21 日 

注册资本：5,102.040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劳务派遣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建筑物空

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安装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

技术咨询服务；电力输送设施安装工程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建筑物自来

水系统安装服务；机械配件批发；电气设备批发；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线、电

缆批发；电工器材的批发。 

本次交易前后白云机安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2,602.0409 51% 3,471.6061 68.04348% 

2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869.5652 17.04348% 0 0% 

3 陈荣章 434.8986 8.52401% 434.8986 8.52401% 

4 李桂华 434.7681 8.52145% 434.7681 8.52145% 

5 陈荣耀 434.7681 8.52145% 434.7681 8.52145% 

6 叶树明 326.0000 6.3896% 326.0000 6.3896% 

 合计 5,102.0409 100% 5,102.0409 100% 

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本次交易白云机安其他股东陈荣章、李桂华、陈荣耀、叶树明已放弃优

先受让权。 

4、主要财务数据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004,084.47 45,150,607.16 

负债总额 12,197,636.54 11,242,053.18 

资产净额 18,806,447.93 33,908,553.98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11 月（经审计）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809,032.90 38,778,122.33 

净利润 -15,102,106.05 671,484.65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华兴审字【2022】

21011260026 号《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

告》”）。` 

5、业务情况 

白云机安在机电安装行业深耕多年，其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并取得了多项资质，包括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建筑业企业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证书”、广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以及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证书”；国

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颁发的“承装类、承修类、承试类三级电力设施许可证”；广

州市供电局“施工安全资质证”；广州市城市供水行业协会颁发的“自来水管道工

程报装备案许可证”。 

（二）交易标的定价及评估情况 

根据公司委托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

评估”）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21】第 A0990 号《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拟办理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广州市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白云机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范围：白云机安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及

相关负债 



3、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 

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本次评估结论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目前白云机安所提供的业务服务主要有 110KV、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电气

设备的承装、承修、承试及维护、机电设备安装、城市道路照明安装、110KV

送变电工程安装（省建设厅核准 110KV 送变电专业承包三级），10KV 城网、农

网及配网改造安装；10KV 及以下变配电用户工程的设备安装和维护；城市路灯

和光亮工程的安装和维护等。白云机安的业务服务除广州市以外遍及全省各地及

外省市，其中有佛山市区域、清远市区域、韶关市区域以及湖南、江西等地。 

目前白云机安正处于转型期，管理层正在与相关单位洽谈大型维保业务，如

果能获得该批大型维保业务，白云机安的业务规模、毛利以及业务结构等影响收

益法评估结论的因素都会发生重大改变。但截至评估报告日，相关的维保业务尚

未能正式确立意向，即白云机安在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

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

础法进行评估。 

6、评估结论 

经过评估测算，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时，白云机安总资产账面值

为 3,100.41 万元，评估值为 5,184.65 万元，增幅 67.22%；负债账面值 1,219.76

万元，评估值为 1,219.76 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1,880.65 万元，评估值

为 3,964.89 万元，增幅 110.83%。（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1 2,880.58  2,885.86  5.28  0.18  

非流动资产 2 219.83  2,298.79  2,078.96  945.71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5.64  5.6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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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4 40.47  2,031.74  1,991.27  4,920.36  

固定资产 5 144.01  229.99  85.98  59.70  

无形资产 6 0.00  1.71    1.71    

资产总计 7 3,100.41  5,184.65  2,084.24  67.22  

流动负债 8 1,219.76  1,219.7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9 0.00  0.00        

负债合计 10 1,219.76  1,219.76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1 1,880.65  3,964.89  2,084.24  110.83  

7、评估增值的原因：评估增值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 

（1）对于房屋建筑物根据其特点和资料收集情况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即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基准日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类似房地

产的已知价格作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以此估算评估

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价值。截至评估基准日，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比账面

净值增加 19,912,737.28 元，变动率为 4,920.70%。 

本次评估范围投资性房地产为广园中路 218 号办公大楼第 7 层、政民路 27

至 29 号-办公大楼(首层)、政民路 27 至 29 号-办公大楼(地下层)、政民路 27 至

29 号-办公楼（二层），账面原值为 3,742,825.08 元，账面净值为 404,672.72 元，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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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

称 
来源 结构 建成年月 用途 

建筑面积

（㎡） 

账面原值

（元） 

账面净值

（元） 
评估值 增值率% 

评估单价

（元/㎡） 

1 

粤（2016）

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4201954 号 

广园中路

218 号办

公大楼第

7 层 

转入 
钢混

结构 
1991/01 办公 1076.46 2,506,570.08 87,729.95 11,733,410.00 13,274.46 10,900.00 

2 

粤（2016）

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4201952 号 

政民路 27

至 29 号-

办公大楼

(首层) 

购买 
钢混

结构 
2006/06 办公 303.43 473,885.00 121,491.49 3,064,660.00 2,422.53 10,100.00 

3 

粤（2016）

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4201950 号 

政民路 27

至 29 号-

办公大楼

(地下层) 

购买 
钢混

结构 
2006/06 

汽车

库、

自行

车库 

239.17 288,485.00 73,959.79 2,281,720.00 2,985.08 9,540.00 

4 

粤（2016）

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4201953 号 

政民路 27

至 29 号-

办公楼

（二层） 

购买 
钢混

结构 
2006/06 办公 303.43 473,885.00 121,491.49 3,237,620.00 2,564.89 10,670.00 

合计 1,922.50 3,742,825.08 404,672.72 20,317,410.00 4,920.70 - 



（2）设备类资产按持续使用原则，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以全新设备现行

市价加上必要的费用确定设备的重置价值。并通过年限法确定成新率。对于年限

较久的设备，本次评估采用二手价格确定评估值。对于待报废的车辆，本次评估

采用报废补贴价格确定评估值。其中： 

① 对于机器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重置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确定；

成新率通过年限法确定。 

② 对于车辆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重置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加上车

辆购置税、牌照费等费用确定；成新率的确定根据车辆的实际状况，采用行驶里

程、年限法及观察法综合确定。 

③ 对于电子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重置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确定；

成新率通过年限法确定。 

截至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评估比账面净值增加 859,828.93 元，变动率为

59.71%。其中，机器设备评估值比账面净值增加 315,844.14 元，变动率为 68.29%；

车辆评估值比账面净值增加 563,037.10 元，变动率为 89.81%；电子设备评估值

比账面净值减少 19,052.31 元，变动率为-5.43%。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股权转让协议》对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交割和股权转让完成、违约责任、

协议的生效、争议的解决等进行了约定。 

转让方：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价款 

1.1 根据《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以目标公司在基准日的经审计的净

资产评估值 3,964.89 万元为基础，经各方协商一致，受让方受让标的股权应向转

让方支付的转让价款合计为 600 万元（“转让价款”）。 

1.2 在本协议规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经受让方书面同意豁免的前提

下，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 

2、交割和股权转让完成 

2.1 在以下交割先决条件（“交割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经受让方以书面

同意豁免之前，受让方无义务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 



2.1.1 目标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同意目标公司新董事会

组成；批准关于目标公司根据本协议修改股东、股权比例、董事会组成的新章程。  

2.1.2 各方有效签署本协议、新公司章程及本协议附属的其他相关交易文件。

为本协议之目的，本协议中“交易文件”是指本协议、公司新章程及根据前述文件

签署的其他附属文件。 

2.1.3 本次股权转让及交易文件已经受让方的董事会批准，以及经转让方的董

事会批准。 

2.1.4 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向受让方提交了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全部真实、准

确和完整的文件资料。 

2.1.5 转让方所作出的或所承担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在作出时是真实、完

整和准确的，且至交割日时仍然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在重大方面不存在失实、

误导﹑不正确或没有实现的情况。 

2.1.6 转让方已向受让方签署出具一份交割证明，确认所有交割先决条件已

经满足。 

2.2 转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应尽其最大努力使得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的交 

割先决条件在本协议签署日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全部得到满足。 

2.3 受让方收到转让方出具的全部交割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的交割证明和/或

经受让方同意豁免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转让价

款。受让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之日为交割日（“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且办理

完毕本协议约定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即视为完成（“股权转让完成”）。自交割

日起，受让方即视为目标公司股东，并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目标公司现有章程

的规定享有股东权益。 

2.4 本次股权转让前，目标公司确认，除转让方、受让方外的目标公司其他

股东均已放弃本协议所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3、陈述与保证 

3.1 转让方和目标公司的陈述与保证 

为受让方的利益，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向受让方做出如下陈述和保证，下述各

项陈述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及交割日均为真实和准确： 

3.1.1 转让方保证其为签署、履行本协议而向受让方提供的所有证明、文件、



资料和信息，均在提供资料的当日和适用/使用期内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保证转让方签署本协议前已经依法依章

程履行完毕与本协议所涉事项有关的决策程序。 

3.1.2 为签署和实现本协议目的，及时签署或向受让方提供公司登记机关及相

关审批或核准机关要求的目标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文件和资料，并保证所提交的

各项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3.1.3 目标公司为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已足额缴

纳，转让方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股东义务及责任的行为，目标

公司不存在依据中国法律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3.1.4 转让方保证其对标的股权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

者其他任何类似的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以标的股权为他人

提供担保或设置其它权利负担的情形，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

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或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同、承

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冻

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依中国法律可以合法地转让给受让方。 

3.2 受让方的陈述与保证 

为转让方的利益，每一受让方向转让方做出如下陈述和保证，下述各项陈述

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为真实和准确： 

3.2.1 受让标的股权的资金来源合法，且有充分的资金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义

务。 

3.2.2 受让方保证其为签署、履行本协议而向转让方提供的所有证明、文件、

资料和信息，均在提供资料的当日和适用/使用期内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2.3 为签署和实现本协议目的，及时签署或向转让方提供公司登记机关及相

关审批或核准机关要求的目标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文件和资料，并保证所提交的

各项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承诺或义务，



或其在本协议中所做的有关陈述与保证是不真实、不准确或存在重大遗漏的，则

被视为违约。另一方（“守约方”）有权通知违约方在通知指定期限内予以补正。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守约方的全部实际损失并承担由于其违约而引

起的一切经济、行政或法律责任。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在经转让方

的董事会批准且经受让方的董事会批准后生效，并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

本协议生效日。 

6、争议解决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 协

商解决。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三十日内通过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有

权将该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

地为广州。仲裁结果为终局性的，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9 年 12 月，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号线、

十一号线、十二号线、十八号线、二十二号线供电系统设备运维服务合同（公告

编号：2019-084 号及 2019-092 号），合同约定的供电系统设备的专业范围包含了

110KV GIS、110KV 变压器（油浸式牵引变压器、油浸式变压器、气体绝缘电力

变压器等）、110KV 线路及终端场等。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之相关

规定：取得三级许可证的，可以从事 110 千伏以下电压等级电力设施的安装、维

修或者试验活动。白云机安在机电安装行业深耕多年，取得了多项资质，能够保

障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维服务合同的顺利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白云机安的股权比例将由 51%提升至

68.04348%，提升了公司对白云机安的控股地位，有利于公司建立稳定的供电系

统设备运维服务团队，提升公司系统集成能力、工程总包能力以及运维服务能力，

保障运维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效控制经营管理风险，为承接更广泛的运维服务

奠定基础。 

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



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1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其中，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5位出席会议表决的董事（含4

名独立董事）全票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市

白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

充分的审阅和核查，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的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此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遵循了《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