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28             证券简称：弘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68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 6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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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将所持控股子公司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0%的股

权，协议转让给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以弘业永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为交易价格，本公司持有弘业永为 60%的股权对应的权益价值为 1200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经交易双方有权机关审批，且弘

业永为其他自然人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股

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的关联交易，已履行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一、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贯彻落实弘业股份“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合理调整经营品类，进一步发

展优势业务专业化经营，推动国内外贸易主业转型升级发展，公司将所持控股子

公司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永为”）60%的股权，协议

转让给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纺织”）。本次交易以弘业永

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交易价格，本公司持有弘业永为 60%

的股权对应的权益价值为 1200 万元。 

因苏豪纺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罗凌女

士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

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的关联交易，已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因苏豪纺织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二）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7277.740771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伍栋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48 号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面料、服

装、纺织机械及器材、工艺品的生产。危险化学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的项目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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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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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豆及薯类销售；棉、麻销售；林业产品销售；农

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

杂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

属矿石销售；肥料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

新鲜蔬菜零售；鲜肉零售；服装服饰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母婴用品

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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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权结构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0.3127%；江苏苏豪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 9.0014%；其他法人股东及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 40.6859%。 

（三）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苏豪纺织总资产 172,783.1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 147,807.00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744.91 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5,223.69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苏豪纺织总资产 174,768.3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 148,838.55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613.58 万元，实现归母净

利润 1,031.55 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林涛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西路 199 号 3 幢 401 室（江宁开

发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零售；农药批发；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艺

术品进出口；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销

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酒类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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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妆品零

售；化妆品批发；母婴用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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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权结构 



弘业股份持有弘业永为 480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60%，其他自然人股东共 7

名，合计持股 320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弘业永为其他自然人股东同意放弃优

先购买权。 

（四）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弘业永为总资产 7359.96 万元，净资产 1305.90 万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056.8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04.71 万元。（以上数据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弘业永为总资产 6271.85 万元，净资产 1193.49 万

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170.8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5.59 万元。（以

上数据经江苏天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评报字

（2022）第 2110 号），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 2000 万元作为弘业永为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公司持有弘业永为 60%的股权对应的权益价值为 1200 万

元。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 1200 万元为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双方有权机关决策后，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合同主体：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乙

方） 

交易价格：1200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乙方自双方签字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总

额的 100% 

违约责任：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  

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生效条件：自甲、乙双方获得有权机关批准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苏豪纺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 1200 万元。同

日，弘业永为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已登记并已换发营业执照。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为贯彻落实弘业股份“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合理调整经营品类，公司将所

持控股子公司弘业永为 60%的股权转让给苏豪纺织。本次股权转让将进一步促进

公司发展优势业务专业化经营，进一步推动公司国内外贸易主业转型升级发展。 

（二）财务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弘业永为将不再纳入弘业股份合并报表。本次转让将

增加弘业股份合并报表当期投资收益约 450 万元（最终影响以审计结果为准）。 

目前，公司对弘业永为的担保事项和财务资助事项已解除。股权转让后的过

渡期间，转让双方将尽力协助弘业永为各方面的工作，保证股权的顺利交割及保

障业务的顺利衔接。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罗

凌女士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公司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60%股权的关联交易，以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公司向关联方输送利益、转移资源和义务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年初至今，公司与苏豪纺织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为委

托经营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50 万元/年。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还发生了



关联担保、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分别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及

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7 日 

 

 

上网公告文件 

1.弘业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2.弘业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3.《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2）第 2110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