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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爱众新能源出让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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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广安爱

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众新能源”）拟将其持有的广安

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充新能源”）49%股权，全部出让至四

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众集团”）。交易各方在评估值的基础

上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为 662.04万元。 

爱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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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本次交易前的 12 个月,公司与爱众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1,812,312.4元；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累计为 40,150,718.29 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让广安国

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爱众新能源拟将持有国充

新能源 49%全部股权出售给爱众集团。关联董事余正军、张久龙、袁晓林、刘

毅、谭卫国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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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四川宏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股

权收购事宜涉及的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

告书》（川宏晔评字【2022】1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评估结论如下：资产账面价值

2,031.53 万元，评估值 2,035.62 万元；负债账面值 769.99 万元，评估值

618.95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261.54 万元，评估值 1,416.67 万元；国充新

能源 100%股权净资产评估值为 1,416.67 万元。交易各方参考前述评估值的基

础上协商按照收购对价=股东实缴出资-（国充新能源实收资本-评估值）×股东

认缴出资比例的计算方法确定交易价款。爱众新能源持有国充新能源 49%股权、

实缴出资额为 897.78 万元，国充新能源实收资本 1897.78 万元，因此爱众新能

源持有国充新能源 49%股权的转让款为 662.04 万元。 

本次交易前的 12 个月,公司与爱众集团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31,812,312.4 元；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40,150,718.29

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关系介绍 

爱众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爱众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出

让股权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润东 

注册地址：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路 44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项目建设、开发与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设备销售与服务；水电站建设及开发；储能项目建设、开发与服务；汽车加油、

加气站建设与开发；自有房屋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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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爱众新能源总资产 9,807.47 万元，净资产



7,514.57 万元，营业收入 265.10万元，净利润-716.78万元。（未经审计） 

2. 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625.5853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久龙 

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广宁南路 2号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资产管理，对外投资，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经营，建

筑建材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凭相关资质经营），物业

管理，利用自有资金从事煤炭开采及有色金属矿开采方面的投资。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爱众集团总资产 1,220,182.43 万元，净资产

528,515.90 万元，营业收入 351,631.71 万元，净利润 16,640.92 万元。（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91511600MA686Q9X61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门街 23号 

法定代表人：邓镜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12月 24日 

营业期限：自 2018年 12月 2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充电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平台

的经营（不含金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充电桩配件及模块制造、销售与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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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权属状况说明 

国充新能源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且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3月 2021 年 

资产总额 1869.32 1859.19 

负债总额 786.00 641.00 

净资产 1082.75 1218.19 

营业收入 59.65 127.25 

营业成本 125.75 395.84 

净利润（万元） -136.23 -249.59 

（四）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出让前持股比例 出让后持股比例 

爱众新能源 49% 0% 

广安交投蓥鼎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51% 0% 

爱众集团 0% 100% 

合计 100% 100% 

本次股权出让前，爱众新能源和广安交投蓥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

国充新能源 49%和 51%的股份。爱众集团拟以相同的作价标准和方式受让上述股

东持有的国充新能源全部股权。本次股权出让完成后，爱众集团将持有国充新

能源 100%股权。 

（五）审计情况 

根据广安宏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资产、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专项审计报告》（广宏晔审字【2022】第 5 号），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资产负债情况为：资产总额 20,315,312.34 元，负债总额为

7,699,867.51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2,615,444.83 元。 

（六）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价款参照标的公司评估结果和各方实际出资到位情况确定。

四川宏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国充新能源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

宜涉及的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书》（川



宏晔评字【2022】1 号）。 

1.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 

2. 评估增减值分析 

资产账面价值 2,031.53 万元，评估值 2,035.62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

比较增值 4.09 万元，增值率 0.20%，主要原因：（1）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现有充电桩购置年限较早，购置单价及入账成本较高，由于行业产品更新

换代快，现有充电桩购置单价下降很多，故评估减值较大，现有 212 台充电桩

评估减值约 144.65 万元；（2）由于材料及人工上涨，配电设施重置成本上升，

加上折旧年限 10 年较短，评估增值约 72.92 万元；（3）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尚未申请的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充电电费补贴不含税金额 68.28

万（按国充新能源申报口径，未扣除外地车充电电费及电损）直接作评估增值

处理；（4）存货账面核算采用一次性摊销，账面价值为零，评估增值 7.47 万元。 

负债账面值 769.99 万元，评估值 618.95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较评

估减少-151.04 万元，系账列递延收益的充电桩建设补贴摊销余额因实际无需

支付按零值评估导致。 

净资产账面价值 1,261.54 万元，评估值 1,416.67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

值比较增值 155.13 万元，增值率 12.30%。 

3.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国充新能源 100%股权净资产评

估值为 1,416.67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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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流动资产 783.11 858.86 75.75 9.67 

2 非流动资产 1,248.42 1,176.76 -71.66 -5.74 

3 固定资产 1,000.09 978.12 -21.97 -2.20 

4 在建工程 202.33 152.64 -49.69 -24.56 

5 长期待摊费用 46.00 46.00   



6 资产总计 2,031.53 2035.62 4.09 0.20 

7 流动负债 618.95 618.95   

8 非流动负债 151.04  -151.04 -100 

9 负债合计 769.99 618.95 -151.04 -19.62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261.54 1416.67 155.13 12.30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止本公告日，交易各方暂未签署股权出让合同，公司将持续披露后续进

展事宜。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让股权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

营和主营业务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出让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余

正军、张久龙、袁晓林、刘毅、谭卫国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事

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通过组织查看评估报告及财务数据、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我们认为本次股

权出让旨在整合内部业务资源，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考虑，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鉴于国充新能源对广安充电市场整合有限，外部拓展困难。公司控股股东

爱众集团拟利用自身优势布局整合广安充电桩运营市场，为进一步整合内部资

源，经多次多方商议，爱众新能源拟转让其持有的国充新能源 49%股权给爱众

集团，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发展造成影响。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出让广安国充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定价合理。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也进行事前认可和发布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出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爱众集团过去 12 个月发生的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31,812,312.4 元，其中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2,133,422.4 元； 

（二）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爱众集团及其下

属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6,483,032.74元； 

（三）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不同关联人过去 12 个月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 40,150,718.29 元。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