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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15-095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拟以现金 6,474.69万元、募集资金 2,099.64 万元收购

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实物资产、1万吨恒温库及

其相关配套设施。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已取得甘肃省国资委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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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法律障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有效解决控股股东与本公司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

易,根据本公司所属的条山分公司实际需要,拟以现金购买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条山集团）的部分农业类实物资产,包括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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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甘肃省国资委批准，并经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05 号

资产评估报告对上述相关资产的市场价值所确认的评估值为 8574.33

万元，报经省国资委备案确认，作为上述资产的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拟以现金 6,474.69 万元收购有关生产经营性资产和

设施；以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2,099.64 万元收购条

山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1 万吨恒温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并分

别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 

（二）本次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方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

股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1、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

投项目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单位和地点的变更，拟在景泰

县由本公司条山分公司投资 2100 万元建设 1 万吨恒温库，用于特色果

品的收购与存储。 

2、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募投项目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单位和地点变更的议案，

同意在景泰县由本公司条山分公司投资 2,100万元建设 1万吨恒温库，

用于特色果品的收购与存储。 

3、2015 年 12 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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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进行

了审核并同意以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2,100 万元收

购条山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1 万吨恒温库及部分实物资产，保

荐机构亦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发表了无异议审核意

见。 

4、本次交易以募集资金收购的1万吨恒温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的

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在审

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甘肃省农垦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四）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相

关制度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价格合计 8,574.33 万元，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未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本次交易对方为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 1997 年 9 月 12 日，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地：甘肃省白银市景泰

县一条山镇泰玉路 68 号；法定代表人：张庆春；注册资本：6,710 万

元；农副产品，日杂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不含进口摄、录像

机），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家电维修，农业技术服务，服务加工，养

殖种植。蜜饯，果脯，糕点，蜂蜜的加工；一般旅馆；正餐服务（仅

分支机构经营）、（凭许可证经营）。 

2、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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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总资产 69,608.15 70,731.09 

总负债 50,886.66 50,974.51 

所有者权益 18,721.48 19,756.5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7,612.60 18,699.45 

主营业务收入 6,202.15 21,138.40 

营业利润 -1,176.75 -1,816.09 

净利润 -1,143.78 -1,820.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99.87 -1,813.2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收购资产基本情况 

1、本次拟收购的标的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是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条山集团）的部分农业类实物资产,包括非流动资产、固

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对上

述相关资产的市场价值所确认的评估值为 8,574.33 万元，本公司拟以

现金 6,474.69 万元收购有关生产经营性资产和设施、以现代农业物流

体系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2,099.64万元收购条山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

使用的 1万吨恒温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 

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持续

经营为前提,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中科华

评报字[2015]第 205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5年 6 月 30日,评估结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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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0 非流动资产 5,750.13 8,574.33 2,824.20 49.12 

1.1 固定资产 5,200.32 6,423.70 1,223.38 23.53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549.81 2,150.63 1,600.82 291.16 

 
资产总计 5,750.13 8,574.33 2,824.20 49.1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与条山集团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是条山集团的部分农业类实物资产,包括非流动资

产、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本公司拟以现金 6,474.69 万元收购

有关生产经营性资产和设施、以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募集资

金 2,099.64万元收购条山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1万吨恒温库及

其相关配套设施。 

（二）交易价格 

依据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05

号《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双方根据评估结果确认：交易的有关生产经

营性资产和设施和 1 万吨恒温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的交易价格合计

8,574.33 万元。 

（三）交易款支付期限及支付方式 

1、条山集团将所涉及资产向本公司完全交付后 90 日内，本公司

向条山集团一次性支付全部收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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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方式。 

（四）目标资产的交付 

1、 交付时间：在本协议签订后及本协议所涉事项的评估结果经

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确认，且在乙方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后的 30 天内完成交付； 

2、 交付地点：乙方指定的交付地点； 

3、 甲方应自资产交付之日起开始办理资产权属的变更登记，变

更登记所需的相关转让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配合，变更登记所

需费用由甲方承担； 

4、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目标资产交付之日的过渡期内，甲方

应妥善善意管理目标资产，不得有任何有损于目标资产的行为。 

（五）期间损益的处理 

1、 甲乙双方同意，自目标资产的评估基准日（2015 年 6月 30 日）

至目标资产交付完毕之日止，目标资产产生的损益由乙方聘请的审计

机构在交割日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并按以下约定处理： 

1.1 经审计转让资产的净资产增加的，增加部分归乙方所有； 

1.2 经审计转让资产的净资产减少的，减少的部分从乙方对甲方

的应付尾款中扣除。 

（六）人员的安排 

条山集团截止该协议签订日涉及收购资产的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员

工将在本次收购资产完成后由本公司聘用，条山集团终止与该等员工

的劳动合同。因提前与条山集团解除劳动关系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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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或赔偿事宜，以及因此所发生的劳动纠纷等均由条山集团负责处

理。 

（七） 税费 

1、与拥有、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资产有关的，在目标资产交付

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无论该税项和/或费用是在目标资产交付

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均由甲方承担； 

2、 因目标资产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由甲方承担； 

3、 因本次收购产生的其他任何税费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由

双方各自承担。 

（八） 协议生效及其他 

 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各

自公章； 

2、 本协议以募集资金收购的 1 万吨恒温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交

易方案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本协议所涉交易资产的评估结果经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确认。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人员安置采取人员随资产走的方式进行，不涉及土地租

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

争，本次交易的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和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

部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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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科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05 号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书》确定、并经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

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 年 6 月 30 日），标

的资产账面值合计为 5,750.13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产作价

为 8,574.33 万元，较资产账面价值增值 49.12%。固定资产账面值为

5,200.32 万元，评估值 6,423.70 万元，增值为 1,223.38 万元，增值

率为 23.53%；生产性生物资产账面值为 549.81 万元，评估值为

2,150.63 万元，增值为 1,600.82 万元，增值率为 291.16%。本次交易

溢价主要是固定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增值所致。固定资产增值原因

有二：一是评估使用的折旧年限较长，而财务折旧年限较短，从而造

成评估增值；二是评估基准日的建造成本高于建设时期的建造成本，

故造成评估值增值。生产性生物资产增值主要原因是由于评估时盛产

期果园采用经济林收益现值法，未来收益转换成资产现值，导致评估

增值。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前，标的资产为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从事

农作物种植、农产品、果品的储存销售等业务。本次交易后，本公司

将根据主营业务，有效配置相关农业类资产及现代农业物流体系资产，

可有效避免控股股东与本公司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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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更好更快地发展。有利于进一步避免与控股股东的

同业竞争并有效减少关联交易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八、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的意见 

就本次交易，本公司聘请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甘

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交易相关主体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在交易对方完善了交易标的资产的权属情形下，并

完整履行了相关法定批准和授权程序，本次收购资产遵循了有利于亚

盛集团可持续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取得本法律意见书所述必

要的所有批准、授权、备案和核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实施本次收购资产不

存在法律障碍。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资产所必备的文件。 

九、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先确认，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交易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可有效避免控股

股东与公司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的

竞争力。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收购资产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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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备查文件： 

1、亚盛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亚盛集团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意见； 

3、亚盛集团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亚盛集团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本公司与条山集团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 

6、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

告； 

7、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8、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评估结果的备案确

认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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