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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实现向船

舶行业上游的租赁及运营领域布局及发展，拟收购上海佳豪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佳豪集团”）、天津智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海船务”）合计持有的上海长海船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海船务”）100%股权，并于 2022 年 9月 23日与佳豪集团、智海船务

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各方同意尽快推进相关审计、评估事项，争取在 2022 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股权转让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月 24日披露的《关于签订<股权

转让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4）。 

近日，公司已完成对长海船务的审计、评估工作，并且拟以自有资金 14,600 万元收购佳

豪集团所持有长海船务 93.46%的股权、智海船务所持有长海船务 6.54%的股权。收购完成后，

长海船务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108、10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因公司第二

大股东刘楠先生为佳豪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刘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需回避表

决。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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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佳豪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91845761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路 668 号 222 室 

法定代表人：刘楠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1 月 29 日至 2024 年 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从事船舶海洋工程、新能源、水产养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船舶及海洋工程专用设备、机电设备（除特种）、食用农产品（除生猪产品）、

建材、钢材、日用百货销售，绿化工程，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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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朗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5% 

2 刘楠 4% 

3 顾建国 1%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0 月 31日 2021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615,051,568.41 608,936,121.04 

负债总额 483,520,070.26 480,868,192.77 

净资产 131,531,498.15 128,067,928.27 

项目 2022 年 1-10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610,854.32 1,711,259.28 

利润总额 3,463,569.88 -9,982,460.02 

净利润 3,463,569.88 -9,982,460.02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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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豪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关系：公司第二大股东刘楠先生为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因此，佳豪集团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2、天津智海船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66137716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北路 4668 号创新创业园内 23-B号商务楼中 3008、3009、3010、

3011 号 

法定代表人：张远 

注册资本：6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19 日 

营业期限：2007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7 年 10月 18 日 

经营范围：船舶租赁；船舶技术咨询服务；货运代理；海洋石油钻井及采油作业技术咨询

及服务；海洋石油设备的设计；船舶清洗、清舱；劳务服务；水路运输；国内沿海普通货船机

务、海务管理；船舶检修、保养；船舶买卖、租赁、运营及资产管理；其它船舶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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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长春市汇锋汽车齿轮有限公司 54.5294% 

2 张一驰 26.4706% 

3 张艳君 19%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0 月 31日 2021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376,737,743.73 178,197,996.08 

负债总额 292,264,783.28 71,195,991.24 

净资产 84,472,960.45 107,002,0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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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10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48,756,976.63 60,562,008.45 

利润总额 -20,960,366.95 14,814,307.03 

净利润 -20,960,366.95 11,106,689.5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智海船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关系：智海船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01617610X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 号 A-838F 室 

法定代表人：王光启 

注册资本：153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5 月 5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5 月 5日至 2034 年 5 月 4 日 

经营范围：自有船舶经营性租赁，船舶技术咨询，从事海洋石油开采领域的技术咨询，海

上、航空、公路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船舶清洗、清舱，国内水路运输，船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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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佳豪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93.46% 

2 天津智海船务有限公司  6.54% 

合计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0 月 31日 2021 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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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65,935,985.51 266,079,895.86 

负债总额 118,894,549.60 164,507,381.95 

净资产 147,041,435.91 101,572,513.91 

项目 2022 年 1-10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4,012,656.90 19,815,264.95 

利润总额 1,788,922.00 3,484,340.88 

净利润 1,788,922.00 3,484,340.88 

 

4、关联关系：公司第二大股东刘楠先生为其控股股东佳豪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因此，长海船务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主要资产及业务： 

长海船务的主要资产为两艘 8000 匹马力的海洋工程作业船。船舶于 2015 年建造完工，由

中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长期租赁使用，船舶具备稳定的现金流。 

船舶具备供应、守护、拖带、救助、消防、起抛锚等作业能力，可承担海洋工程主流作业

任务；船舶技术水平和设备配置水平高，市场接单能力较强；船舶马力充足，具备二级动力定

位能力，适合我国各海区作业需要；船舶功能拓展性强，未来可以承担海上风电和光伏建设和

运维服务。 

6、资产权属情况说明： 

长海船务主要资产勘探 211、勘探 212 工作船系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目前船舶所有权

登记所有权人为中海油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长海船务为承租人，出租人为中海油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期为 2016 年 9月 23日至 2024 年 9月 23日。在期满日，承租人有权向

出租人支付回购价款取得船舶所有权，回购价款为人民币 1.00 元。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后认定，该融资租赁行为本质为以固定资产抵押进行的融资行为，按抵押借

款进行会计处理。 

除此之外，长海船务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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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以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长海船务进行财务审计，

并出具《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 1-05976 号）。审计结果显示，

长海船务截止基准日的净资产为 14,704.14万元人民币。 

（二）评估情况 

公司指定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2 年 10 月 31日为基准日，对长海船务

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上海长海船务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22）第 10563 号）。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长海船务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26,593.60 万元，评估值为

26,893.26万元，评估增值 299.66 万元，增值率 1.13%；总负债账面值为 11,889.45 万元，评

估值 11,889.45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值 14,704.14 万元，评估值 15,003.81万元，

评估增值 299.67 万元，增值率 2.04%。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长海船务的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4,704.14万元，评估值 15,157.51

万元，评估增值 453.37万元，增值率 3.08%。两种评估方法结果差异 153.70万元，差异率 1.02%。 

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项目

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映评估对象

的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5,003.81 万元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三）交易价格 

根据审计报告【1-05976】号及评估报告【10563】号的内容，长海船务净资产为 14,704.14

万元，评估值为 15,003.81 万元，经各方友好协商，确认本次公司收购长海船务 100%股权交

易对价为 14,6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经审计的长海船务净资产数据为基础，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各

方友好协商后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出让方 1：上海佳豪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出让方 2：天津智海船务有限公司 

受让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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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其中，佳豪集团所持有长海船务 93.46%的股权，智海

船务所持有长海船务 6.54%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根据审计报告【1-05976】号及评估报告【10563】号的内容，经双方友好协商，出

让方同意以 14,600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受让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以上述价格受让该等股权。 

（2）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在受让方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5 个工作日内，向出

让方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7,300万元，其中：支付出让方 1 计 6,822.58 万元，出让方 2计 477.42

万元；出让方在协助受让方完成相应股权转让对应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变更及工商注册变更登

记之日，向出让方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7,300 万元，其中：支付出让方 1 计 6,822.58 万元，出

让方 2 计 477.42 万元。 

受让方于 2022 年 9月根据《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支付的 500 万元意向金冲抵受让方

应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双方同意不再办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中约定的股权质押。 

3、出让方向受让方声明和保证 

（1）出让方自愿转让上述股权，并已经取得了签订本协议和完成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合法

权利及所有必要的许可和授权。同时，出让方 1与出让方 2均放弃对彼此出售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 

（2）出让方作为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股东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其中出让方 1 实缴出

资 14,300 万元，出让方 2 实缴出资 1,000 万元。 

（3）出让方承诺其合法拥有本协议项下所有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出让方有完全、合法

的处分权，且在上述股权上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留置和其他任何第三人可能

主张的权利，无代持，亦不存在任何司法查封、冻结。 

（4）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出让方

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时间，积极配合受让方办理相关的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及工商变更手续。 

（5）出让方承诺：出让方承担目标公司自受让方完成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日之前的所有债

务。并且，在受让方完成工商注册变更登记之日之前，涉及目标公司的所有诉讼、仲裁等均应

由原股东（出让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如目标公司或新股东（受让方）向债权人偿还债务

后，有权向原股东出让方追偿，即由原股东出让方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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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让方承诺：如因股权转让需变更《船舶融资租赁协议》、《中石化海洋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与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关于勘探 211 轮光船租赁合同》及《中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

限公司与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关于勘探 212 轮光船租赁合同》，出让方负责协助办理相关事

宜。 

4、受让方向出让方的声明和保证 

（1）受让方拥有订立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权利。 

（2）受让方承诺有足够的资金能力履行本协议，并保证能够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转让

价款。 

5、股权转让有关费用 

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按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6、有关股东权利义务 

双方同意在 2023 年 1 月 15 日前办理完毕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及工商变更，如逾期未办理完

毕，受让方有权取消合同。出让方配合受让方及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办理完成股东名册变更

登记及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出让方不再享有本协议中所约定的转让全部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

利，同时也不再履行相应股权对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享有本协议中所约定的转让全部股权所

对应的股东权利，同时履行相应股权对应的股东义务。 

 

六、2022 年 1-10 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 年 1-10 月与刘楠先生及其所控制企业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累计为 71.05 万元。其中，与佳豪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71.05 万元。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长海船务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

争的情况。 

 

八、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随着公司营收规模、资产规模的增长，上市公司计划向船舶运营领域发展和布局。船舶租

赁和运营行业处于造船行业上游，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业务结构，平滑造船行业周期性波动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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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同时，拓展公司船舶租赁和运营业务，能够为上市公司在船海工程领域的新能源技术、智

能技术、节能技术等的开发、测试、应用、推广等提供理想的、可控的试验和示范载体，有利

于保持公司在船海工程业务领域优势地位，增加市场话语权和主导权，提升业务空间和盈利能

力。 

本次交易可获得较为优质的两艘海洋工程作业船资产，有利于丰富上市公司业务结构，有

利于上市公司新技术研发成果的试验和应用，符合上市公司发展方向。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以净资产价格收购长海船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获得两艘海洋工程作业船

资产，有利于丰富上市公司业务结构，向产业链上游布局，提升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和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收购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遵循了市场

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收购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收购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展公

司船舶租赁和运营业务，有利于保持公司在船海工程业务领域优势地位，增加市场话语权和主

导权，提升业务空间和盈利能力。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定价机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的召集、

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关

于收购上海长海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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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拓展公司船舶租赁和运营业务，也有利于

保持公司在船海工程业务领域优势地位，增加市场话语权和主导权，提升业务空间和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自愿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