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公司中电洲际收购中电信息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桑

达”“上市公司”或“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

持续督导期内，对上市公司下属公司中电洲际收购中电信息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1、中电洲际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洲际”）为中国电子系

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系统”）控股子公司。在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桑达”“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中国系统股权过

程中，为了加快推进重组，中电洲际将其持有的部分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房产于

2020 年 11 月转让予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信息”），转让后上述房产仍由中电洲际租赁使用。 

目前已转让的房产中已有 5 项取得了房产证，为了节约租赁费用并便于房产

的日常经营管理，中电洲际拟对上述 5 项房产予以回购。 

根据经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备案的北

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方亚事”）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2]第 16-130 号），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上

述 5 项房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767.67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基础，

经中电洲际与中电信息协商，确定为 767.67 万元（含税价格为 836.76 万元）。 

2、因本次交易对方中电信息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票 9 票，

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关联董事刘桂林、陈士刚、

谢庆华、姜军成、张向宏、郑曦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房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下文介绍。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交易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的资产转让方为中电信息，中电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74995A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振华路中电迪富大厦 31 层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振华路中电迪富大厦 28-31 层 

法定代表人 刘桂林 

注册资本 6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网络信息产品、

软件、通信产品、消费电子产品、电子仪器与设备、电子元器件

及其他电子产品；资产经营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

主管部门的资质证书经营）；酒店管理；进出口业务（凭进出口

资格证经营）；信息技术服务（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在合法取

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研发和技术服务、咨询

服务；建筑工程承包、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网络信息产品、软件、通

信产品、消费电子产品、电子仪器与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电

子产品。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东情况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

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公司与前十大股东（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的中电信息、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中电智

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电海河智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天津）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年度 

资产总额 10,673,825.85 9,676,127.71 

所有者权益 3,026,493.33 2,747,525.38 

营业收入 8,065,251.59 9,918,818.81 

净利润 98,750.80 397,529.28 

注：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中电洲际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的资产收购方为深桑达控股子公司中国系统之控股公司中电洲际，

中电洲际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电洲际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00MA0914MH03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新兴大街 18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汉林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环保科技开发；环保、集中供热工程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本企业房屋及

场地租赁。许可项目：集中供热的建设和运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

源、工业余热、工业蒸汽的生产和销售；生物质热电联产、天然气热

电联产项目的投资建设；环卫项目投资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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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东情况 
1.中国系统持有其 80%股权 

2.邯郸市热力公司持有其 20%股权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年度 

资产总额 293,922.09 341,120.79 

所有者权益 116,120.72 110,249.54 

营业收入 54,810.52 87,501.68 

净利润 5,871.18 8,712.55 

注：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 5 项房产，主要用于中电洲际员工宿



舍。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用途 

面积

(m2) 

账面价值（元） 房产证取得情

况 原值 净值 

1 
陶然新城小区

3-1-1002 房屋 
住宅 210.13 2,362,399.99 2,285,621.99 

冀（2021）邯郸

市不动产权第

0025952 号 

2 
陶然新城小区

3-1-1801 房屋 
住宅 215.21 2,421,699.99 2,342,994.74 

冀（2021）邯郸

市不动产权第

0025950 号 

3 
陶然新城小区

3-1-2002 房屋 
住宅 210.13 2,362,399.99 2,285,621.99 

冀（2021）邯郸

市不动产权第

0025949 号 

4 
陶然新城小区

3-1-2102 房屋 
住宅 210.13 2,362,399.99 2,285,621.99 

冀（2021）邯郸

市不动产权第

0025948 号 

5 
陶然新城小区

5-1-2205 房屋 
住宅 45.81 516,100.00 499,326.75 

冀（2021）邯郸

市不动产权第

0025947 号 

房屋建筑物合计  891.41 10,024,999.96 9,699,187.46  

上述房产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批房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二）反向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合理性 

为加快推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中国系统股权事项，中电洲际与中电信息

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租赁合同》，将当时尚未办理房产证的部分房产（含

本次拟回购的 5 项房产）转让给中电信息，租赁上述房产用于员工宿舍，并向中

电信息支付租赁费用。本次评估值与 2020 年 11 月出售时的评估值 1,002.50 万元

相比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陶然新城小区市场房价有所下降导致。 

本次回购该批房产，可节约租赁费用并减少房产的日常经营及管理成本，并

将改变产权持有人与房产证证载人不一致的情况。本次回购价格基于经中国电子

备案的评估结果，由中电洲际和中电信息协商确定，定价遵循公开、公正、公平、

合理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标的资产评估机构为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由于评估对象所在区域类似房地产交易市场较为活跃，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

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

亚事评报字[2022]第 16-130 号），该批房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767.67 万元，评估

结果已经中国电子备案。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中电洲际与中

电信息协商，确定为 767.67 万元（含税价格为 836.76 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经中国电子备案的北方亚事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2022]第 16-130 号），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该批房产评估价值合

计为 767.67 万元，评估结果已经中国电子备案。本次交易价格依据上述经中国

电子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评估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账面价值(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率（%） 

1 陶然新城小区 3-1-1002 房屋 2,285,621.99 1,786,900.00 -21.82 

2 陶然新城小区 3-1-1801 房屋 2,342,994.74 1,866,700.00 -20.33 

3 陶然新城小区 3-1-2002 房屋 2,285,621.99 1,822,700.00 -20.25 

4 陶然新城小区 3-1-2102 房屋 2,285,621.99 1,822,700.00 -20.25 

5 陶然新城小区 5-1-2205 房屋 499,326.75 377,700.00 -24.36 

合计 9,699,187.46 7,676,700.00 -20.85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资产出让方为中电信息、收购方为

中电洲际。中电洲际以自有资金、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中电信息持有的 5 项房产。

交易价格为 767.67 万元（含税价格为 836.76 万元）。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上市公司股权

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特别安排，不会新增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

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房产将有助于中电洲际节省租赁开支，便于后期房产的日常经营及

管理，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



长期利益。 

八、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已回避

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认为本次资产收购事项遵循自

愿、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的前提下，该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中电信息持有的 5 项房产事项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决策程序及相关内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

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九、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与本次收购相关评估结果已经中国电子备案。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2、相关交易事项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中电洲际收购中电信息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齐雪麟  陈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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