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新金路     证券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22—54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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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概述 

（一）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董事局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兆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公司与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新能源”）签署了《青海锦泰

钾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兆新能源同

意将其所持有的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锦泰”）全部股权

转让给本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0,159 万元。 

（二）鉴于目前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调整，近日，公司与青海霖航贸易有

限公司、兆新能源、青海锦泰四方共同签署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

公司拟将原与兆新能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概括转移给青海霖航贸易有限公司。 

（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事项经公司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本次签署的协议各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一）青海霖航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6 号国太旺座 2 号楼 11 层 11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国武 

注册资本：618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04-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0MA755220X3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木材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卫生洁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日用百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装卸搬运；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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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股东情况：富康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青海霖航贸易有限公司为青海锦泰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关联方。经

查询，青海霖航贸易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 12 栋 B3401 

法定代表人：李化春 

注册资本：188,241.187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002256 

股票简称：兆新能源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9144030061890815XU 



  

经营范围：新能源充电设施的投资;新能源光伏发电设施的投资;停车场

的投资:新能源汽车的投资，电力储能设备的投资与技术开发；电力储能系统

软件的技术开发;防腐、防水、粘胶高分子材料及涂料等。 

经查询，兆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0710559116R 

法定代表人：李宁 

地  址：青海冷湖行委巴仑马海湖湖区西侧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钾盐的开采（有效期至 2030 年 04 月 30 日）、销售，钾肥、

氯化钾肥、硫酸钾肥、硫酸钾镁肥、颗粒钾肥的生产加工及销售，碳酸锂、

氯化锂、老卤、尾液、硼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农用化肥生产加工及销售，建

筑材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仪器仪表、化学合成材料、化学试剂（除专

控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外）、实验室耗材、塑料制品的销售，消防器材及产品

的销售，涂料、PVC 塑料管的加工、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等。 

股东情况：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4.58%，李世文持股

38.75%、兆新能源持股 16.67%（青海锦泰已进行增资扩股，目前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前述股权比例为工商变更前的比例，待增资行为工商

变更完成后，兆新能源所持青海锦泰持股比例将调整为 9.88%）。 

三、《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青海霖航贸易有限公司 

原标的公司股权持有方（丙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 



  

以上甲方为“转让方”，乙方为“受让方”，丙方为“原标的公司股权

持有方”，甲方、乙方、丙方单称“一方”，合称“各方”。 

鉴于：甲方和丙方已签署了《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或“标的合同”），丙方系标的公司股东，丙

方将其对标的公司的全部出资（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

同意受让，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0,159 万元。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与丙方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尚未付清全部股权交易对价款、并未进行工商变更手续，

交易并未完成。 

因甲方曾有意通过收购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世文持有的标

的公司股权进一步谋求成为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因收购时间及条款未

达成一致，甲方已放弃收购意向。 

现甲方拟将与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概括转移给乙方，乙方作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关联方有意向

受让；根据《公司法》、《民法典》及相关规定，各方经协商一致，就合同

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标的合同权利义务 

1.1 转让标的合同权益：甲方与丙方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签订的《股权转

让协议》中约定的甲方享有和应当履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1.2 甲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要求，向丙方合计支付了人民币

100,159,000 元（大写：壹亿零壹拾伍万玖仟元整），剩余未付的股权转让款

为人民币 40,143.1 万元(大写：肆亿零壹佰肆拾叁万壹仟元整）。 

第二条 合同权益转让款及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 

2.1 各方同意本次标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转让款（即对价）确定为

总计人民币 10500 万元（大写：壹亿零伍佰万元整），乙方同意从甲方处按

此价款受让标的合同权利义务。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成全部的人民币 10500 万



  

元，即视为向甲方履行完成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并获得《股权转让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益。 

2.2 合同权益转让款支付及相关交易安排： 

2.2.1 下述条件均满足的下一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1,000 万元定

金：本协议签署且甲方、丙方董事会均通过本协议，且甲方和丙方董事会决

议确认在 15 个工作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对本协议进行审议。 

2.2.2 乙方向甲方支付 1,000 万元定金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丙

方应将本协议提交其股东大会审议。 

2.2.3 自甲方、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签订本协议的议案之日后，且丙方

已向乙方提交乙方认可的证明丙方已解除其名下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司法冻结

的证明文件或工商局系统公开查询显示标的股权已不存在司法冻结，且丙方

向标的公司提交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和本轮增资工商变更所需全部文件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笔款项（首期款），人民币 55,000,000

元（大写：伍仟伍佰万元整)，其中，乙方已支付的 1,000 万元定金自动转为

首期款的一部分。 

2.2.4 上述 2.2.3 条工商变更登记办理的同时，就乙方拟受让的标的公

司 9.8793%的股权，乙方应当将其中 8.8793%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给丙方和其中

1%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给甲方并办理质押登记手续，担保乙方向丙方及甲方应

付款项的履行。 

2.2.5 上述 2.2.4 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乙方应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

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转让款人民币 50,000,000 元（大写：伍仟万元整），

乙方支付完成该笔款项后，则已向甲方履行完成支付义务，甲方应配合乙方

办理标的公司 1%质押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任何一笔款项逾期的，则甲方有权按照每日万分之四要求乙方支付违约

金，直至款项付清为止。乙方逾期付款达到 30 日的，丙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



  

性提前支付剩余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各方确认，本协议任何逾期付款按本协

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执行，均不导致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以上

付款时间，经乙方及甲方确认一致，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

本协议约定为准。 

2.3 本协议按上述 2.2 条履行完毕后，乙方承接原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

付款义务，向丙方支付标的股权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40,143.1 万元，同时，

基于本协议重新达成支付条款以及因延缓支付该笔股转款而产生的资金成本

补偿款人民币 356.9 万元（大写：叁佰伍拾陆万玖仟元整），丙方与乙方一

致同意将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 50,159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50,515.9 万元（即

原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增加人民币 356.9 万元），则剩余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

40,500 万元，由乙方直接支付给丙方。 

第三条 各方权利义务 

3.1 丙方同意并认可，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将《股权转让协议》

中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乙方，由乙方全面享有和履行甲方在《股权

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丙方仍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的义务，向乙方完全履行，甲方不再承担《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

义务。 

3.2 乙方同意并完全接受既有合同中甲方的权利、义务，自本协议约定

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与丙方

共同遵守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各项约定，甲方不再承担《股权转让协

议》中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3.3 乙方承诺完全履行本协议全部约定，特别承诺将按期向甲方及丙方履

行支付义务；如有违反，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3.4 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丙方、标的公司均没有违反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义务。甲方及乙方确认：除配合办理标的股权过户



  

义务外，丙方不存在其他未履行义务。本协议生效后，由乙方依据本协议约

定向丙方履行剩余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各方确认，最迟不晚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甲方、乙方、丙方及标的公司相互配合，尽全力完成标的股权过户

及本轮增资（即 2021 年 9 月至今标的公司的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

方确认本协议签署且生效后，甲方即完成了配合股权解除质押冻结的全部义

务以及工商变更的全部义务。如协议约定股权最终无法按期过户，甲方与乙

方关于合同权益转让的相应的条款继续生效。甲方确认，甲方与丙方未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外其他任何协议，甲方承诺完全支持上述配合办理工商变

更的义务，否则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条 违约赔偿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一方或各方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即构成

对本协议的违反，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全部直接损失： 

（1）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义务； 

（2）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承诺； 

（3）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误导成分。 

任何一方违约，则违约方除了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全部直接损失

以外，同时还应赔偿守约方为追究违约方责任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第五条 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协议书于协议各方盖章、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并

经甲方、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兆新能源于 2022 年 3 月签署了《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有意通过收购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世文持有的标的公

司股权进一步谋求成为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



  

致收购时间及条款未达成一致，同时，基于目前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调整，拟

通过收购天兵科技进入军工电子领域，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综合考虑目前市场环境和公司战略调整需要，经友好协商，公司签署了《合

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同意将原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概括

转移给青海霖航贸易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完成，有利于公司切入军工电子领

域的战略转型，公司将集中精力积极推进对天兵科技的收购。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青海霖航贸易有限公司、兆新能源、青海锦泰四方共同签署的《合

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