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西建工       公告编号：2022-023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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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陕建控股持有的陕建七建 100%的股

权，交易价格为 48,008.12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陕建七建将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与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发

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以外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累计 2 次，金额为 30,467.56 万元、

2,700 万元；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与公司不同关联人之间未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关联人补偿承诺：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 基本情况 

为有效解决公司同业竞争，整合施工业务，推动主业协调发展，提升公司经

营规模及盈利能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建控股”）

签署《关于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协议，拟以现金形式，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陕建控股购买其持有的陕西建工

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建七建”）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陕建七建 100%的股权，成为陕建七建的

控股股东。 

（二） 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对方陕建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陕建七建的编

号为“天职业字[2022]20495 号”《审计报告》；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出具了编号为“正衡评报字[2022]第 079 号”的《资产评估报

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陕建七建净资产评估值为 48,008.12 万元。前述

《评估报告》进行了评估备案。 

过去 12 个月与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

易以外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累计 2 次，金额为 30,467.56 万元、2,700 万元；除本次

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与公司不同关联人之间未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陕建控股及下属企业发生的

偶发性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 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000.00 万元 

（三） 法定代表人：张义光 

（四）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 199 号 

（五） 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 199 号 

（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七）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八） 经营范围：建筑与房产领域项目投资和经营；资产管理和经营；从事

投资业务和咨询服务（以上涉及投资的仅限企业自有资产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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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主要股东：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长安汇通有

限责任公司 

（十） 关联关系：陕建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 

（十一）关联方主要业务：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与投资、商品贸易及其他 

（十二）关联方主要发展情况：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

东，近年来，坚持省内省外并重、国内国外并举的经营方针，遵循“为客户创

造价值，让对方先赢、让对方多赢，实现共赢”的合作共赢理念，凭借雄厚的

实力，公司荣列 ENR 全球工程承包商 250 强第 17 位，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81

位和 2020 年中国百强建筑企业第 13 位。近年来，陕建控股在保持核心建筑施

工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依托传统产业优势及服务经验，进一步延伸公

司产业链，实施多元化业务布局，提升集约化、规模化水平，逐步形成了以陕

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建筑核心施工为产业，集房地产开发与投资、商品

贸易、医疗卫生教育、旅游饭店经营等等为一体的产业布局。 

（十三）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陕建控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经审计）： 

（1） 资产总额：228,796,787,627.53 元 

（2） 资产净额：21,387,462,679.07 元 

（3） 营业收入：142,823,357,120.64 元 

（4） 净利润：2,384,222,716.96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 交易类别：购买资产 

（三） 注册资本：人民币 84,300.00 万元 

（四） 法定代表人：赵伟 

（五）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红旗路 2 号 

（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七） 成立日期：1995 年 5 月 25 日 



（八） 股东及持股比例：陕建控股持有陕建七建 100%股权，该等股权不

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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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九） 最近一年经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主要财务指标： 

（1） 资产总额：9,591,870,274.42 元 

（2） 负债总额：9,145,047,341.91 元 

（3） 资产净额：446,822,932.51 元 

（4） 营业收入：8,595,124,843.31 元 

（5） 净利润：134,242,000.25 元 

（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37,934,243.65 元 

（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

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停车场服务；金属结构制造；消防技术服务；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机械

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日用木制品销售；门窗制造加工；轻质建筑材料

制造；建筑用石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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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施工；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公路管理与养护；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制

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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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该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发生增资，注册资本由 65300 万元

人民币增加至 84300 万元人民币。 

（十二） 本次股权转让系陕建控股将其持有的陕建七建 100%股权协议转

让至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 

（十三） 公司不存在为陕建七建担保、委托陕建七建理财，陕建七建不

存在占用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四、关联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项目涉及陕西

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正衡评报字[2022]

第 079 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 评估机构：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 评估对象：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三） 评估范围：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四）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五）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最终采用资产基础

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六） 评估假设 

1、前提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

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

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

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做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

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下去，不

会也不必终止经营或破产清算，可以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 

2、基本假设 

（1）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和

履行其职责。 

（2）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现行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3）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未来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评估基准日所采用的会计

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4）假设被评估单位保持基准日的资本结构和财务杠杆不发生变化。 

（5）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的行业、地区及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不发生大的变

更，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

化。 

（6）假设有关税赋基准和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7）假设本次评估未考虑基准日后存贷款利率的变化。 

（8）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3、具体假设 

（1）被评估单位核心人员的管理水平、能力、承袭等无重大变化，并尽职

尽责按照目前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计划，努力保持各主营业务在市场中的核心竞

争力，保持企业良好的经营态势。 

（2）未来被评估单位保持现有的收入取得方式和信用政策不变，不会遇到

重大的款项回收问题。 

（3）在预测期内，被评估单位不存在因对外抵押、担保、法律纠纷等事项

导致企业发生损失或产生大额或有负债。 

（4）假设收入的取得和成本的付出均为均匀发生。 

（七） 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本报告评估范围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783,054.30 万元，评估后总资产为

787,005.09 万元，增值额为 3,950.79 万元，增值率为 0.50%； 

本报告评估范围的总负债账面值为 738,996.97 万元；评估后总负债为

738,996.97 万元，无增减值； 

本报告评估范围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44,057.33 万元，评估后净资产为

48,008.12 万元，增值额为 3,950.79 万元，增值率为 8.97%。 

具体情况见下表（母公司口径）：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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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流动资产  747,732.40   747,732.40   -     -    

2 非流动资产  35,321.90   39,272.69   3,950.79   11.19  

3 其中：债权投资  -     -     -     -    

4 其他债权投资  -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20,025.44   21,693.32   1,667.88   8.33  

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00.00   867.31   167.31   23.90  

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     -    

9 投资性房地产  1,091.41   923.12   -168.29   -15.42  

10 固定资产  4,285.04   5,317.41   1,032.37   24.09  

11 在建工程  -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13 油气资产  -     -     -     -    

14 使用权资产  825.75   825.75   -     -    

15 无形资产  773.88   2,025.39   1,251.51   161.72  

16 开发支出  -     -     -     -    

17 商誉  -     -     -     -    

18 长期待摊费用  -     -     -     -    

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06.41   6,906.41   -     -    

2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13.98   713.98   -     -    

21 资产合计  783,054.30   787,005.09   3,950.79   0.50  

22 流动负债  717,930.79   717,930.79   -     -    

23 非流动负债  21,066.18   21,066.18   -     -    

24 负债合计  738,996.97   738,996.97   -     -    

25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4,057.33   48,008.12   3,950.79   8.97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对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母公司口径）账面值为 44,057.33

万元，评估价值 51,808.66 万元，评估增值 7,751.33 万元，增值率 17.59%。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并口径）账面值

为 43,943.55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51,808.66 万元，评估增值 7,865.11 万

元，增值率 17.90%。 

3、评估结果的选取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母公司口径）为

44,057.33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48,008.12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

果为 51,808.66 万元，差异额为 3,800.54 万元，差异率为 7.92%。 

资产基础法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现行市场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

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反映的是投入（购建）资产所耗费的社

会必要劳动，企业核心资产为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与该等实物资产的市场价值，以及截至基准日账面结存的其他资产及

负债关联度较大。 

收益法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和获利能

力，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受宏观经济、政府政策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条件影响，

被评估单位及其下属子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为工程施工，收益法评估结果不仅与房

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等资产价值相关，与企业的资质、客户关系人

力资本都也存在密切关系。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为工程施工，

其收入来源与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密切相关，评估基准日后新冠肺炎疫情仍有发

生，施工项目开工时间大多延后。国家经济整体运行情况下滑，对企业的未来发

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其次，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论差异较小，考虑到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论相对较为稳健，本次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报

告最终的评估结论。 

（八）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正衡评报字[2022]

第 079 号），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8,008.12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为 48,008.12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

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协议各方分别为： 



甲方：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 甲方将持有陕建七建出资额 84,3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的股权

拟以 48,008.12 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在本次交易的过户完成日后的 30 个交易

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 

（三）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双方同意，甲方及转让标的公司应当在本协议

生效后 30 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资产交割涉及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四）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以下条

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本次交易经甲方、乙方内部决策机构批准； 

（2）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3）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批准本次交易。 

（五） 甲方承诺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存

在被设置质押等担保权利的情况，不存在因任何原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

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六） 股权转让后，甲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

东义务；乙方依照本协议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 

（七） 转让标的公司的现有人员继续保留在转让标的公司，目前存续的劳

动关系不变更，除非相关方另有约定，由转让标的公司继续承担该公司人员的

全部责任。 

（八） 违约责任：除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

反其于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承诺及其他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全额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如因受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限制，或因甲方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因国家有权部门未能

批准/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全部或部分不能实施，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九） 管辖法律与争议解决：双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

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不能通过协

商解决该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六、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陕建七建的人员安置；交易完成后可减少公司与陕建七建的

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有助于解决同业竞争，不涉及新增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与公司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分开；本次收

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涉及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有效解决公司同业竞争，整合施工业务，推动主业协调发展，

提升公司经营规模及盈利能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该次交易构成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以标的公司在陕建控股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入账，且标的公司的

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上市公司一致，无需进行调整。 

公司对陕建七建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形。 

八、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为本次交易

之目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正衡评报字[2022]第 079 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陕建七建净资产评估值为 48,008.12 万元。该等评估报告已经评估

备案。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下，结合上述评估值及持股比例，经交易双方协商，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8,008.12 万元。 

九、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张义光、毛继东和莫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

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购买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基于实

际经营发展需要产生,有利于减少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定价公

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持续经

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购买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是基于

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利于减少同业竞争、提升公

司主营业务协同性，符合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交易价格依据评估结果确定,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实施该项关联交易。 

十一、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次股权转让前的 12 个月内，公司与陕建控股及下属

企业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以外的偶发性关联交易金额总计 33,167.56 万元。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