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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2019-056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解除司法冻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发来的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 朝执字第129号、《执行裁定书》

（2015）朝执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2015）朝执字第86号、《执行裁定书》（2015）朝执字第227、

228、229、230、231号，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豫0305执923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2018）豫0305执924号之二，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凌民三初字第

02568号、《执行裁定书》（2017）辽1382财保37号之一号、《执行裁定书》（2017）辽1382财保38号之

一号、《执行裁定书》（2017） 辽1382财保39号之一号、《执行裁定书》（2017） 辽1382财保40号之一

号。 上述司法文书主要内容如下：

1、《执行裁定书》（2014）朝执字第129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对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6473200股的冻

结。 ”

2、《执行裁定书》（2015）朝执字第3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对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6473200股的冻

结。 ”

3、《执行裁定书》（2015）朝执字第86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本院（2014）朝民一初字第00120号[执行案号（2015）朝执字第86号]案件对深圳市捷安德

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6473200股的冻结。 ”

4、《执行裁定书》（2015）朝执字第227、228、229、230、231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本院（2015）朝民一初字第130、131、133、135、136号民事裁定[执行案号：（2015）朝执字第

227、228、229、230、231号] 中对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46473200股的冻结。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

5、《执行裁定书》（2018）豫0305执923号之二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冻结被告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代码：0800216819）所持 证券简称ST中富

证券（代号000659），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共146473200股。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

6、《执行裁定书》（2018）豫0305执924号之二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冻结被告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代码：0800216819）所持 证券简称ST中富

证券（代号000659），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共146473200股。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

7、《执行裁定书》（2015）凌民三初字第02568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查封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股权6,000,000元

本裁定立即执行。 ”

8、《执行裁定书》（2017）辽1382财保37号之一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对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为人民币84万元

的股份。

本裁定立即执行。 ”

9、《执行裁定书》（2017）辽1382财保38号之一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对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为人民币465万

元的股份。

本裁定立即执行。 ”

10、《执行裁定书》（2017）辽1382财保39号之一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对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为人民币

644.5265万元的股份。

本裁定立即执行。 ”

11、《执行裁定书》（2017）辽1382财保40号之一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除对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在上市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为人民币1900万

元的股份。

本裁定立即执行。 ”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2019-057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海中富” ）于近日收到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发来的相关法院《执行裁定书》及《民事裁定书》，深圳市国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青科技” ） 通过司法拍卖所得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珠海中富股票146,473,200股已解

除司法冻结，国青科技将持相关裁定书前往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手续，过户事项完成后，国青科技将

持有珠海中富146,473,2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9%，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一、国青科技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国青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翠湾社区福强路4001号沙尾工业区306栋五层

518

法定代表人 李晓锐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N6560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电子产品、网络技术、软件的开发及上门维护；

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开发（以上各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6年10月26日至永续经营

主要股东及出资比例 李晓锐，持股100%

通讯方式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翠湾社区福强路4001号沙尾工业区306栋五层

518

二、国青科技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

其他公司兼职情

况

李晓锐 男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 广东深圳 否 无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敬请查阅。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继续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朝执字第129号、《执行裁定书》（2015）朝

执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2015） 朝执字第86号、《执行裁定书》（2015） 朝执字第227、228、229、

230、231号；

2、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2018） 豫0305执92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2018）豫0305执924号之二；

3、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凌民三初字第02568号、《执行裁定书》（2017）

辽1382财保37号之一号、《执行裁定书》（2017） 辽1382财保38号之一号、《执行裁定书》（2017）辽

1382财保39号之一号、《执行裁定书》（2017）辽1382财保40号之一号；

5、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破10号之四、《民事裁定书》（2018）粤

03破10号之五。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股票代码：

601598

股票简称：中国外运 编号：临

2019-047

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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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9月26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外运

大厦B座11层1号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于2019年9月19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如期举行，会议由董事长李关鹏主持，应出

席董事11人，亲自出席董事7人，副董事长宋德星、非执行董事粟健因其他工作安排，委托董事长李关鹏出席并表决，非执行董事江舰、许

克威因其他工作安排，分别委托董事宋嵘、独立董事王泰文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和

表决程序以及会议内容、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欧洲KLG公司股权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同意关于收购欧洲KLG� Europe� Holding� B.V.下属子公司股权项目的议案。 包括：

（一）同意收购欧洲KLG� Europe� Holding� B.V.下属子公司股权项目的整体方案，包括交易结构、交易方式、收购对价等。

（二）同意授权参与主体签署《股份买卖协议》、《股东协议》及与本交易相关的文件，同意授权公司任何一位执行董事或董事会秘书

签署与本项目相关的文件并履行后续交割等交易事宜。

（三）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此项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收购KLG� Europe� Holding� B.V.下属物流公司100%

股权的公告》（临2019-048号）。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关于收购吉宝佛山和吉宝香港股权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关于收购吉宝物流（佛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宝佛山” ）和吉宝物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宝香

港” ）股权项目的议案。 包括：

（一） 同意收购吉宝佛山 100%股权及吉宝香港70%股权的整体方案， 包括同意收购Keppel� Telecommunications� ＆

Transportation� Ltd.所持吉宝佛山70%股权及吉宝香港70%股权，同意收购广东外运有限公司所持吉宝佛山30%股权。

（二）同意授权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或其指定主体办理后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签署及完成交割等事项，同意授权公司任何

一位执行董事或董事会秘书签署与本项目相关的文件。

（三）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此项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副董事长宋德星及非执行董事粟健、熊贤良、江舰因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已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中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收购吉宝物流（佛山）有限公司3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9-049号）。

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1598

股票简称：中国外运 编号：临

2019-048

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KLG Europe Holding B.V.

下属物流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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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标的：KLG� Europe� Holding� B.V.（以下简称“KLGHolding” ）实际控制的7家物流业务公司（以下合称“标的公司” ），标

的公司拥有高密度且稳定的欧洲陆上运输网络，兼具零星混装及零担货运操作的独特模式。 标的公司具体包括：

（1）注册于荷兰的KLG� Europe� Eersel� B.V.、KLG� Europe� Rotterdam� B.V.�和KLG� Europe� Venlo� B.V.（以下合称“荷兰标的

公司” ）；

（2）注册于罗马尼亚的KLG� Invest� Europe� SRL、KLG� Europe� Logistics� SRL�和KLG� Trucking� SRL（以下合称“罗马尼亚标

的公司” ）；

（3）注册于英国的KLG� Europe� Bradford� Limited（以下简称“英国标的公司” ）。

●收购价格：预计不高于385,693,735欧元（约合3,005,904,124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取得欧盟成员国反垄断申

报批准，并于中国境内履行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报告或备案的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此次交易尚需取得欧盟成员国反垄断申报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本次收购后，标的公司业绩

可能面临宏观环境、汇率波动、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本次收购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9年9月26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欧洲KLG公司股权项目的议案》，同意收购欧洲KLG�

Holding下属子公司股权项目的整体方案，包括交易结构、交易方式、收购对价等。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本公司于荷兰设立全资子公司

SPV1、SPV2、SPV3，并分两步向KLG� Holding及其实际控制的下属公司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 第一步交割由SPV2和SPV3收购标的

公司100%的股权，同时，SPV2向KLG� Holding发行其20%的股权；第二步交割由SPV1向KLG� Holding收购其所持20%的SPV2股权。 本

次交易收购价格预计不高于385,693,735欧元（约合人民币3,005,904,124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局船务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船企” ）为本次交易的买方提供履约保证。

本次交易的卖方为KLG� Holding及其实际控制的6家下属公司（以下合称“卖方” ），包括：

（1） 荷兰标的公司股东KLG� Europe� Vastgoed� Rotterdam� B.V.、KLG� Europe� Vastgoed� Venlo� II� B.V. � 和KLG� Europe�

Vastgoed� Eersel� B.V.�（以下合称“荷兰卖方” ）；

（2）罗马尼亚标的公司股东KLG� Europe� International� B.V.、KLGHolding和KLG� Europe� Rom� Imobiliare� SRL（以下合称“罗

马尼亚卖方” ）；

（3）英国标的公司股东KLG� Europe� UK� Ltd.（以下简称“英国卖方” ）。

2019年9月27日，SPV1和SPV2、卖方与招商船企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尚需取得欧盟成员国反垄断申报批

准，并于中国境内履行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报告或备案的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荷兰卖方

（1）KLG� Europe� Vastgoed� Rotterdam� B.V.注册于荷兰，注册号为12035920，为KLGHolding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

（2）KLG� Europe� Vastgoed� Venlo� II� B.V.�注册于荷兰，注册号为17208740，为KLGHolding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

（3）KLG� Europe� Vastgoed� Eersel� B.V.�注册于荷兰，注册号为17005255，为KLGHolding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

上述荷兰卖方主营业务为运输及物流业，包括拥有及租赁物流房地产。

（二）罗马尼亚卖方

（1）KLGHolding注册于荷兰，注册号为17070277，主营业务为运输及物流业。

（2）KLG� Europe� International� B.V.注册于荷兰，注册号为17023221，主营业务为运输及物流业，为KLGHolding实际控制的下属

企业。

（3）KLG� Europe� Rom� Imobiliare� SRL注册于罗马尼亚，注册号为16539371，主营业务为运输及物流业，包括拥有及租赁物流房

地产，为KLGHolding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

（三）英国卖方

KLG� Europe� UK� Ltd.注册于英国，注册号为4489713，主营业务为运输及物流业，包括拥有及租赁物流房地产，为KLGHolding实际

控制的下属企业。

上述卖方均为KLGHolding及其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上述卖方经营情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 同时，

KLGHolding为《股权买卖协议》项下其他卖方提供履约保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类别：股权收购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荷兰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i.� KLG� Europe� Eersel� B.V.为1978年注册于荷兰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17042050，主营业务为公路运输服务。

ii.� KLG� Europe� Rotterdam� B.V.为1993年注册于荷兰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17078290，主营业务为海运货代、物流及仓储服

务。

iii.� KLG� Europe� Venlo� B.V.为1978年注册于荷兰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12017610，主营业务为公路货运服务、物流及仓储服

务。

（2）罗马尼亚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i.� KLG� Invest� Europe� SRL为2012年注册于罗马尼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30647425，主营业务为运输及物流业。

ii.� KLG� Europe� Logistics� SRL�为2004年注册于罗马尼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16539363，主营业务为货代服务（公路/海运

/空运）、物流及仓储服务。

iii.� KLG� Trucking� SRL为2012年注册于罗马尼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30689919，主营业务为运输及物流业。

（3）英国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KLG� Europe� Bradford� Limited为1985年注册于英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01965680，主营业务为货代服务（公路/海运/空

运）、物流及仓储服务。

（4）标的公司股权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标的公司注

册地

标的公司股东

持股比

例

KLG�Europe�Eersel�B.V. 荷兰 KLG�Europe�Vastgoed�Eersel�B.V. 100%

KLG�Europe�Rotterdam�B.V. 荷兰 KLG�Europe�Vastgoed�Rotterdam�B.V. 100%

KLG�Europe�Venlo�B.V. 荷兰 KLG�Europe�Vastgoed�Venlo�II�B.V. 100%

KLG�Invest�Europe�SRL 罗马尼亚 KLG�Europe�International�B.V. 100%

KLG�Europe�Logistics�SRL 罗马尼亚 KLG�Europe�Rom�Imobiliare�SRL 100%

KLG�Trucking�SRL 罗马尼亚

KLG�Invest�Europe�SRL 99%

KLG�Holding 1%

KLG�Europe�Bradford�Ltd. 英国 KLG�Europe�UK�Ltd. 100%

3、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抵押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

况。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标的公司模拟合并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欧元千元

科目名称 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80,580 69,366

负债总计 31,617 29,033

所有者权益 48,963 40,333

科目名称 2019年1-6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906 181,215

除税后利润 8,826 14,798

Crowe� Foederer� B.V.（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公司2018年模拟合并财务数据进行审计。 2019年1-6月的模拟合并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5、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根据世邦魏理仕评估师事务所出具的估值报告（C1902-0088-BV），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标的公司100%股权评估值为3.874亿欧元。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此次收购股权的价格是参考标的公司过往业务发展及业绩表现、 标的公司业务质量及未来增长潜力以及国际市场可比公司的估值

水平及交易价格等因素，经各方基于市场原则协商后确定。 在上述定价因素影响下，本次交易成交价格高于标的公司股权账面值。

四、股权买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情况

SPV1和SPV2、卖方（包括荷兰卖方、罗马尼亚卖方和英国卖方）与招商船企于2019年9月27日签订了《股权买卖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 ）。

（二）股权买卖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通过所控制的主体向卖方（包括荷兰卖方、罗马尼亚卖方和英国卖方）收购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包括荷兰标的

公司、罗马尼亚标的公司和英国标的公司）。

1、收购价格与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收购价格预计不高于385,693,735欧元（约合3,005,904,124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分两步交割，第一步交割完成后本公司

将间接取得标的公司80%的股权， 第二步交割完成后本公司将间接取得标的公司100%的股权。 第一步交割和第二步交割的交易对价分

别于第一步交割和第二步交割完成日以现金方式支付，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2、交易具体安排

（1）第一步交割：公司设立SPV1、SPV2、SPV3，由SPV1向SPV2增资。 根据本协议由SPV2收购荷兰标的公司及英国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 由SPV2和SPV3共同收购罗马尼亚标的公司100%的股权； 同时，SPV2向KLGHolding发行其20%的股权。 第一步交割完成后，

SPV2将持有标的公司100%的股权，SPV1将持有80%的SPV2股权，KLGHolding将持有20%的SPV2股权，标的公司将被纳入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第一步交割对价：SPV2将支付282,980,226欧元（约合2,205,406,391元人民币），同时根据本协议的规定（SPV2或卖方可能产生

的现金对价应计利息）进行价格调整，潜在价格上调（即如自本协议签署日期后4个月当日未达成若干先决条件，且卖方没有违反本协

议，则从当日开始至第一步交割日或第一步交割原本可能根据本协议完成日期间内按5%的年利率计算的现金对价应计利息）不超过2,

713,509欧元（约合21,147,732元人民币）。

第一步交割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截至本公告之日，SPV1和SPV2已经成立。

（2）第二步交割：第二步交割将于标的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出具后，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进行。 SPV1向KLGHolding

收购其所持20%的SPV2股权。

第二步交割的对价预计不高于100,000,000欧元（约合779,350,000元人民币）。

第二步交割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3、完成第一步交割的先决条件

本协议日后满6个月之日（以下简称“最后截止日期” ）或之前达成或豁免（视情况而定）相关条件时，本协议项下第一步交割方可完

成，主要先决条件为：

买方及卖方根据本协议项下承担责任的先决条件，包括取得所有必需监管批准及完成相关备案，其中包括相关反垄断主管部门的监

管批准及完成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必要的批准、备案或登记；上述先决条件不可豁免；而

买方履行义务的条件包括卖方保证本协议所载由卖方作出的相关声明与保证在截至第一步交割完成日是真实及准确的， 就如相关

陈述于第一步交割完成日及截至该日为止作出，上述条件可经买方以书面形式豁免。

4、交割

第一步交割需在有关各方达成先决条件后第7个营业日或各方可能同意的其他日期进行；且各方须在第一步交割完成日按照本协议

的条款交付相关文件并履行其各自责任。

第二步交割需在第二步交割对价最终确定且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后第7个营业日进行；且各方须在第二步交割完成日按照本协议的条

款交付相关文件并履行其各自责任。

5、履约保证

在第一步交割完成后，SPV1应保证由一级银行的欧洲（包括英国）分支机构出具以KLGHolding为受益人的、金额为70,745,057欧

元（约合551,351,602元人民币）的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银行保函。 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船企为本协议项下SPV1和SPV2提供履约

保证，KLG� Holding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其他卖方提供履约保证。

6、终止及违约责任

受限于本协议其他条款，如相关先决条件并未在最后截止日期或之前达成，或在此之前证实先决条件不能于最后截止日期前达成，

本协议可通过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而被终止。 如因买方于最后截止日期前，无法满足第一步交割先决条件中所要求的批准，且由

卖方（通过KLGHolding）发出有关通知的，则买方将有责任向卖方支付金额为7,001,407欧元（约合54,565,465元人民币）的单方终止

协议费。 如因卖方违反其责任或任何因卖方原因导致第一步交割未能按照本协议完成，在给予卖方一定宽限期进行补救的情况下，如仍

因卖方违约或原因导致买方终止本协议，卖方有责任向买方支付7,001,407欧元（约合54,565,465元人民币）的单方终止协议费。

7、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荷兰法律，就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向荷兰阿姆斯特丹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本协议已就收购的标的公司日后无法过户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保护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支付金额为零欧元，

符合本协议约定的付款进度。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本公司践行海外战略、构建海外通道的重要一步。 标的公司被视为本公司海外网络的契合补充，延伸本公司在欧盟地区

的落地操作能力，有助于本公司提供全程端到端国际物流服务，带来更多商机，并与本公司其他现有服务产生协同效益，符合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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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吉宝物流（佛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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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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标的：吉宝物流（佛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宝佛山” ）30%股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9年1月18日至今，除本次关联交易外，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不包括日

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1.04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9月26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吉宝佛山和吉宝香港股权项目的议案》，同意收购吉

宝佛山100%股权及吉宝物流 （香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吉宝香港” ）70%股权的整体方案， 包括同意收购Keppel�

Telecommunications� ＆ Transportation� Ltd.�（以下简称“KTT” ）所持吉宝佛山70%股权及吉宝香港70%股权，同意收购广东外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外运” ）所持吉宝佛山30%股权。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1）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运船务” ）将收购第三方KTT持有的吉宝佛山70%股权，对价预计最高不超过18,150万元，同时，广运船务向吉宝佛山提供4,

847.42万元贷款，以协助其偿还应付KTT的贷款；2）广运船务将收购KTT下属子公司实得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得力” ）持

有的吉宝香港70%股权，对价预计最高不超过2,855万元；3）华南公司将收购本公司关联方广东外运持有的吉宝佛山30%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对价预计最高不超过7,779万元。 前述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间接持有吉宝佛山100%股权，持有吉宝香港70%的股权。

广东外运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长航” ）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的规定，广东外运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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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T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广运船务向KTT收购吉宝佛山70%股权交易、广运船务向实得力

收购吉宝香港70%股权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吉宝佛山主要资产为澜石港及其持有的佛山市三水港吉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水港公司” ）60%股权。澜石港近年来因政府

规划调整，纳入征拆范围。 本次交易目的主要在于间接收购三水港公司，三水港地理位置优越，三水港公司拥有160米岸线使用权并建有3

个自有泊位，是珠江-西江水上物流通道的关键节点，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完善本公司在华南地区的物流网络，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本次交易目的，本次交易的对价主要由基础价格和调整价格两部分组成。 以2018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经评估备案的吉

宝佛山的资产评估净值为基础，按照30%的股权比例计算，基础价格包括：（1）吉宝佛山30%股权（不含三水港公司）的价格1,247万元

（即“基础价格部分一” ）；（2）吉宝佛山所持三水港公司60%股权的价格6,314万元（即“基础价格部分二” ）。 同时，交易双方将根据交

割日三水港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对交易对价进行调整，调整金额预计不超过218万元。因此，本次交易的对价预计最高不超过7,779万元。

以上交易对价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019年1月18日A股上市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不包括日常关联交易）

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广东外运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外运长航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的规定，广东外运

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同时， 广东外运为本公司于2019年5月6日与中外运长航签署的《托管总协议

（新）》项下的被托管企业，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日期分别为2019年3月25日和2019年5月6日的《关于与中

外运长航签署托管总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9-018号）和《关于公司与中外运长航签署托管总协议的关联交易进展公告》（临

2019-025号）。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广东外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423508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海员路97号外运大楼3楼303房

法定代表人：刘展发

注册资本：1,525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仓储（含保税仓、监管仓），装卸；对外租船、订舱、配载、报关、报检、报验、保险；租赁业务，物业管理；对外贸

易运输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中外运长航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广东外运的总资产为172,998.73万元，净资产为139,824.71万元；2018年，广东外运实现营业

收入15,035.74万元，净利润4,337.59万元。（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类别：股权收购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吉宝物流（佛山）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61763701XK

成立时间：1994年10月28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澜石镇屈龙角

法定代表人：高文俊

注册资本：660万美元

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本次交易前，吉宝佛山有两名股东，其中KTT的持股比例为70%，广东外运的持股比例为30%。

经营范围：佛山与港澳间的港口业务；码头操作；仓储服务；码头配套的杂货及集装箱陆运和街边货场业务，无船承运业务；租船营运

及管理（保税仓与危险物品储存操作及运输应另行办理有关的报批手续）；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国际展品、私人物品及过境

货物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

及运输咨询业务（该项业务经营期限不超过20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业务；国际船舶代理业务。 （以上项

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3、近三年经营情况及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三年，吉宝佛山（不含三水港）经营状况受澜石港征拆因素有所影响；三水港公司正常营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吉宝佛山的总资产为43,653.58万元，负债总额为12,517.57万元，净资产为31,136.02万元；2018年，吉宝佛山

实现营业收入19,819.44万元，净利润1,195.2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027.71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2019年6月30日，吉宝佛山的总资产为44,207.25万元，负债总额为12,623.90万元，净资产为31,583.35万元；2019年1-6月，吉宝

佛山实现营业收入8,327.30万元，净利润445.78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26.30万元。（未经审计）

4、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吉宝佛山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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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2018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吉宝佛山

的净资产账面值为221,870,695.98元，评估值为393,325,161.84元，评估增值171,454,465.86元，增值率为77.28%。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为子公司三水港公司评估增值、被评估单位确定的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成时间较早，近几年人工、材料等价格上涨且所采用的经济耐用

年限长于会计所采用的折旧年限形成增值以及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其中，就三水港公司部分，同样以2018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

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三水港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113,964,421.80元，评估值为350,794,779.63元，评估增值236,830,357.83元，

增值率207.81%。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评估时大部分房屋建（构）筑物人工费、机械费用及材料价格较之建成时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且所采用的经济耐用年限长于会计所采用的折旧年限形成增值以及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上述评估结果已完成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三）关联交易的价格确定情况

经交易双方确认，考虑澜石港征拆等因素影响，本次交易对价以评估值为基础，并经双方按公平原则协商确定，主要由基础价格和调

整价格两部分组成。 其中，基础价格包括：（1）吉宝佛山30%股权（不含三水港公司）的价格1,247万元；（2）吉宝佛山所持三水港公司

60%股权的价格6,314万元。 同时，交易双方将根据交割日三水港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进行调整，调整金额预计不超过218万元。 因此，本

次交易的对价预计最高不超过7,779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情况

华南公司与广东外运已于2019年9月27日签订了《关于吉宝物流（佛山）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或“本协议” ）。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对价

本次交易由华南公司收购广东外运持有的吉宝佛山30%股权，以吉宝佛山2018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的

评估值为基础，交易对价由基础价格和调整价格组成，其中基础价格部分一为1,247万元，基础价格部分二为6,314万元。 同时，交易双方

将根据于交割日三水港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对交易对价进行调整。

2、支付方式及期限

华南公司将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现金支付1,512.20万元（即基础价格的20%）（以下简称“订金” ），于交割日现

金支付6,048.80万元（基础价格的80%）。

同时，根据交割日三水港公司审计报告确定的三水港公司交割净资产，三水港公司净资产调整后五个工作日内华南公司或广东外运

将按以下方式之一支付相应的调整价格：1）如果三水港公司交割净资产高于三水港公司评估基准日净资产，华南外运应向广东外运支付

三水港公司净资产调整的金额；2）如果三水港公司交割净资产低于三水港公司评估基准日净资产，广东外运应向华南公司支付三水港公

司净资产调整的金额。

3、其他安排

吉宝佛山（不含三水港公司）运营的澜石港及相关资产已被当地政府纳入征拆范围，有关安排预期将在交割完成后进行。 为此，双方

达成一致，在吉宝佛山与政府正式签署征拆补偿协议、取得征拆全部款项并完成停业自主清算后，吉宝佛山原股东双方（KTT和广东外

运）将获得吉宝佛山（不含三水港公司）经调整后的清算剩余财产。

4、先决条件及交割

交割应以下列先决条件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3个月（或双方可能确定或规定的较晚日期）（以下简称“最终截止日” ）或在此之前获

得满足或放弃（视情况而定）为前提条件：

（1）吉宝佛山向商务部或其当地有关分支机构申请股权转让的备案，商务部向其出具反映上述变更的商务部或其当地有关分支机

构备案通知；

（2）吉宝佛山申请工商行政机关对其股权转让和人员变更进行登记，工商行政机关向吉宝佛山颁发反映上述变更的新营业执照和

登记通知；及

（3）华南公司已按本协议的规定向广东外运支付了全部订金。

上述条件（1）及（2）可由华南公司在最终截止日或之前书面通知广东外运全部或者部分放弃；而上述条件（3）可由广东外运在最

终截止日或之前书面通知华南公司全部或者部分放弃。

5、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或者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应按照适用法律承担违约责任。

本协议已就收购的标的公司日后无法过户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保护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已支付金额零元，符

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进度。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与广运船务收购KTT持有的吉宝佛山70%股权交易完成后，吉宝佛山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三水港公司将成为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主要目的在于间接收购三水港公司，三水港地理位置优越，是珠江-西江水上物流通道的关键节点，收购后有利于

完善本公司在华南地区的物流网络，提升本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9月26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吉宝佛山及吉宝香港股权项目的议案》，会议应参加

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关联董事宋德星、粟健、熊贤良、江舰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收购吉宝佛山和吉宝香港股权项目的议案》涉及的关

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公司本次向关联方广东外运收购吉宝佛山30%股权事项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网络布局，提升本公司核心竞争力，关联交易价

格公允，符合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

八、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2019年1月18日至今，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公司未与广东外运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本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主体累

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04亿元，其中1亿元系本公司于2019年5月6日与中外运长航签署的《托管总协议（新）》项下关联交易金额。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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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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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9月27日下午14:5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26日15:00至2019年9月27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立沙岛淡水河口南岸三江公司行政楼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李军印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9,18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41,317,508股的61.287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9,113,8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41,317,508股的61.266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0,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341,317,508股的0.0205%。

4、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209,148,528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1%； 反对35,

4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9%；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37,294,1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52%；反对

35,4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48%；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

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19年9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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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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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037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已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

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根据规定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资料。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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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意向

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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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署概述

近日，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宏川化工仓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川仓储” ）与东莞市东佑储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佑储运” ）在东莞市签署

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东佑储运承租宏川仓储部分储罐，租赁期间为10年,储罐仓储费金额（未包含

操作费等）将不低于2.89亿元。

宏川仓储储罐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其总罐容达20.75万立方米，储罐个

数为53座，目前处于建设阶段。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涉及事项为宏川仓储日常经营的合作事宜，不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东佑储运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伟忠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运;船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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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东莞市沙田镇阇西村百亩组石东集团办公楼101室

2、东佑储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截至《合作协议书》签署之时，东佑储运未与公司及子公司发生同类业务。

4、履约能力情况：东佑储运为石化产品货主方承租宏川仓储部分储罐，自《合作协议书》生效之日

起至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后的5个工作日内，其将分期向宏川仓储支付合同保证金合

计180万元，以确保本次合作事项的有效履行。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时间：2019年9月26日

2、协议期限：自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当天开始10年

3、主要费用：协议期限内所租赁的储罐仓储费总计将不低于2.89亿元，货物装卸、倒罐、洗罐等操作

相关费用将另行按照实际操作量收取。

4、保证金支付：东佑储运在《合作协议书》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宏川仓储支付租赁合同保证金

80万元； 东佑储运在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保证金100万

元。

5、协议生效：《合作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从签署之日起开始生效。

6、其他安排：待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后，将以《合作协议书》内容为基准另行签

署《仓储合同》。

四、对公司的影响

宏川仓储储罐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目前处在正常建设阶段，东佑储运租

用宏川仓储储罐，将有效保障宏川仓储储罐投入运行后的经济效益。

《合作协议书》涉及的仓储费金额（未包含操作费等）将不低于2.89亿元，占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

入的72.68%，若后续《仓储合同》如期签署，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合作协议书》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亦不会因履行《合作协议

书》而对东佑储运形成市场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书》为意向性协议，《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但因储罐可投入运行时间尚未确定，即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的时间以及《仓储

合同》的签署时间暂无法确定，具体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的起始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合作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协议内

容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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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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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采用现金方式收购公

司控股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基投资” ）持有的济南金达药化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药化” ）100%股权。

●2019年9月27日，公司与新恒基投资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本

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愿等初步商洽结果，具体

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公司与有关各方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可能

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尚需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公

司本部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截止2018年

12月31日，公司本部拖欠职工的薪酬以及欠缴社保费、税款及滞纳金合计8,659.10万元。基于上述情况，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拟筹划采用现金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新恒基投资持有的金达药化100%股权。 公司于2019

年9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签署〈股

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宇、郭东平、周利、石松蕊、马榕文对本次审议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新恒基投资， 公司筹划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控股股东新

恒基投资持有的金达药化100%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可能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上市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

相关中介机构开展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新恒基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63731568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35A

法定代表人：黄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08月16日

营业期限至：2021年08月15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金达药化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126132005076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洪楼西路29�号（生产场所：济南市章丘区龙泉路6121�号）

法定代表人：马榕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9.35�万元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成立日期：1992年3月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制造、自销：原料药（保太松、非普拉宗、氟哌啶醇、环扁桃酯、卡马西平、联苯双酯、氯氮

平、双嘧达莫、西咪替丁、盐酸托哌酮、呋喃妥因、呋喃西林、呋喃唑酮、鞣酸小檗碱、溴甲贝那替秦、醋酸

钠、月桂氮卓酮、盐酸索他洛尔、尿囊素、膦甲酸钠、瑞舒伐他汀钙、恩替卡韦）（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医药中间体（不含化学危险品）（以许可证为准）；进出口业务；医药技术咨询、转让；普通货运以及其他

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要经营许可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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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标的预估值：0.8亿元—1亿元；

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8月31日

总资产 7,006.81 7,858.04

所有者权益 4,112.37 5,405.75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8月

营业收入 4,582.12 4,726.93

净利润 678.01 1,293.38

二、拟聘请中介机构情况

为保证本次重组事项的顺利开展， 公司初步拟聘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各项工作。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金达药化是一家致力于医药原料药、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的公

司，公司拟通过本次收购资产，进入具有成长前景和盈利空间的医药原料药行业领域，本次交易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如公司完成本次股权收

购，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公司

与有关各方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可能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2、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公司本部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酬和

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本部拖欠职工的薪酬以及欠缴社保费、税款及滞

纳金合计8,659.10万元。 基于上述情况，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