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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及抵消债权债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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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里股份”）将持有

的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瑞电池”、“标的公司”）580

万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正实业”），同时进行相关债权债务的抵销，股份转让价格为 12,809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1、特瑞电池总股本为 3715 万股，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出资 25,520 万元取得特

瑞电池 58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5.61%，为特瑞电池第二大股东。 

2、公司以 12,809 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特瑞电池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同正实业。经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场法进行估值，截止估值基准日 2018年 8月 31日，

特瑞电池（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30,841.73 万元，估



 

值结果为 82,058.56万元，特瑞电池 15.61%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于估值基准日的市场

价值为 12,809万元。经公司与同正实业协商，确定股份转让价格为 12,809 万元。 

3、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5月 28日与特瑞电池签署的《最高限额借款合同》，截

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尚欠特瑞电池借款本息合计 106,387,159.29元；根据公

司于 2018 年 9月 12日与邱晓微及南方同正签署的《借款合同》，截止本次董事会

召开日，公司尚欠邱晓微及南方同正借款本息合计 15,048,565.07元。特瑞电池、

邱晓微及南方同正向我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将上述债权本息合计

121,435,724.36元转让给同正实业享有。 

4、公司就本次股份转让应当向同正实业收取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的

121,435,724.36 元 与 同 正 实 业 因 上 述 债 权 受 让 而 形 成 的 对 公 司 债 权

121,435,724.36 元相抵销，即就标的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的 121,435,724.36 元

视为截至签约日同正实业已经支付给我公司，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同正实业实际

应当向我公司支付的剩余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654,275.64元。同正实业应当在

2019年 12月 10日前向公司支付完毕。 

5、鉴于公司就标的股份的取得成本为 25,520 万元，就本次股份转让，公司投

资亏损 12,711万元。刘悉承先生同意，在根据其与南方同正、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于 2018年 7月 19 日签署的《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第十条之约定完成万里股份现有的与铅酸蓄电池的制造和销售业务置出万里股

份以前（最迟不迟于上述资产置出的同时），将对公司因本次投资造成的亏损 12,711

万元予以全额补足。《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详情请

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万里股份关于控股股东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 

6、刘悉承先生同意，在本次特瑞电池股份转让协议生效日，将其就本次股份

受让取得的特瑞电池的 580 万股标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以为其股份转让价款支付义

务以及对公司的亏损补足义务提供质押担保，直至同正实业及刘悉承先生履行完毕

协议规定的义务为止。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8-07-20/600847_20180720_2.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8-07-20/600847_20180720_2.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8-07-20/600847_20180720_2.pdf


 

7、同正实业系公司原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公司

6.57%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本次股权转让及债权债务抵消构成关联交易，但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8-11-23 

法定代表人：刘悉承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四街 57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销售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药品(须经审批的

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百货,生物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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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000万元，占比 100%。 

关联关系：同正实业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南方同正的全资子公司，南方同正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与家天下签署《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及相关附属协议，转让了其对本公司的控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对关联人的相关规定，同正实业构成本公司关联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07年 3月 1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建桥工业园（大渡口区）金桥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邱晓微 

注册资本：3,715 万元 

营业范围：锂电池及相关电池材料和用具的制造、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经

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8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08,496,494.07   1,161,936,385.34  

资产净额  309,713,898.97   458,993,507.65  

  2018年 1-8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91,805,794.00   293,546,798.66  

净利润  -149,279,608.68   18,732,769.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8,603,644.25   18,114,203.10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数据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审计

报告》（天健审〔2018〕8-300号）,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审计报告》。 

3、标的公司估值情况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特瑞电池于估值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估算，并出

具了《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5.61%股东部分权益价值估值报告》（开元评咨字[2018]102号）。估值报

告结论： 

截至估值基准日 2018 年 8月 31日，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账面值为 90,849.65 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为

59,878.26 万元、所有者（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30,971.39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30,841.73万元。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申报的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口径）资产总额账面值为 66,117.83万元、负债总

额账面值为 37,930.48 万元、所有者（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28,187.35万元。 

（1）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结果 

截至估值基准日 2018 年 8月 31日，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权益

账面价值为 28,187.35 万元，估值结果为 42,682.68 万元，估值增值 14,495.33 万

元，增值率 51.42%。 

（2）采用市场法估值结果 

经采用市场法估值，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30,841.73万元，估值结果为 82,058.56万元，估值增

值 51,216.83 万元，增值率 166.06%。 

（3）估值结果分析及确定 

市场法是在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预期及判断的基础上，以现实市场

上的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的公平市场价值，市场法估值过程中估值参数、指标直

接来源于资本市场 A股上市公司，估值途径直观，估值结果更易被交易双方接受，

且市场法估值结果综合反映了估值基准日公司资产负债表表内、以及表外资产的价

值，相比较而言，市场法估值结果更为完整、可靠，因此本次估值以市场法的估值

结果作为最终估值结论。 

即：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61%股东部分权益于估值基准日 2018

年 8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 12,809.00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61%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估值报告》。 

4、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1,440 38.76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80 15.61 

重庆兴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54 12.22 

杨志华 180 4.85 

许文湘 125 3.36 

李浩 120 3.23 

叶蓉 120 3.23 

王佩珠 90 2.42 

程冲 90 2.42 

黄子民 90 2.42 

李长荣 90 2.42 

许莉静 90 2.42 

重庆荣新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6 1.24 

侯琪琪 45 1.21 

邢锁茂 45 1.21 

季雨辰 30 0.81 

龙太华 20 0.54 

邱晓兰 20 0.54 

吴昊 20 0.54 

范本立 10 0.27 

高伟 4 0.11 

刘红 3 0.08 

石茂虎 3 0.08 

合计 3,715 100.00 

  



 

4、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没有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公司不存在为特瑞电池担保、

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特瑞电池亦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

具的估值报告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关

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股份转让及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保证人）： 

丁方 1：刘悉承 

丁方 2：邱晓微 

（二）标的股份转让 

2.1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而乙方按

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2.2 标的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款 



 

（1）根据具有证券期货评估业务资质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值

报告】》，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特瑞电池 100%的股份的估值为人民币捌亿贰仟

零伍拾捌万伍仟陆佰圆整（小写：￥82,058.56 万元）； 

（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上述估值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作价依据，乙方按

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款为壹亿贰仟捌佰零玖万圆

整（小写：￥12,809.00 万元）。 

（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价格为最终价。 

（三）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及债权债务抵销 

3.1 鉴于在签约日： 

(i)特瑞电池向万里股份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一》，自签约日（即 2018 年 12

月 11日）起，特瑞电池将其因其于 2018年 5月 28日与万里股份签署的《最高限额

借款合同》项下其向万里股份提供借款而形成的对万里股份的全部债权（包括本金

和利息）转让给同正实业享有，截至签约日，特瑞电池因根据《最高限额借款合同》

向万里股份提供借款而形成对万里股份的借款债权本金及利息合计万元（小写：壹

亿零陆佰叁拾捌万柒仟壹佰伍拾玖圆贰角玖分￥106,387,159.29元）； 

(ii)邱晓微、南方同正共同向万里股份出具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二》，自签约

日（即 2018 年 12月 11 日）起，邱晓微、南方同正将其因其于 2018年 9月 12日与

南方同正、万里股份共同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其向万里股份提供借款而形成的

对万里股份的全部债权（包括本金和利息）转让给同正实业享有，截至签约日，邱

晓微、南方同正因根据《借款合同》向万里股份提供借款而形成对万里股份的借款

债权本金及利息合计壹仟伍佰零肆万捌仟伍佰陆拾伍圆零柒分（小写：

￥15,048,565.07 元）， 

甲方、乙方在此一致同意：甲方就本次股份转让应当向同正实业收取的股份转

让价款中的壹亿贰仟壹佰肆拾叁万伍仟柒佰贰拾肆圆叁角陆分（小写：

￥121,435,724.36 元）与同正实业因上述（i）、（ii）项债权受让而形成的截至



 

签约日对万里股份的债权壹亿贰仟壹佰肆拾叁万伍仟柒佰贰拾肆圆叁角陆分（小写：

￥121,435,724.36 元）相抵销，即， 

（1）就标的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的壹亿贰仟壹佰肆拾叁万伍仟柒佰贰拾肆圆

叁角陆分（小写：￥121,435,724.36元），视为截至签约日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

在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实际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剩余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陆佰陆拾伍

万肆仟贰佰柒拾伍圆陆角肆分（小写：￥6,654,275.64 元）（以下简称“剩余对价”）； 

（2）上述（i）、（ii）债权转让涉及的《最高限额借款合同》、《借款合同》

项下的借款利息的计算终止日均以签约日为准，同时，基于上述债权债务抵销安排，

对于签约日后的借款利息，万里股份均不再承担偿还义务。 

3.2 就第 3.1条第（1）项的剩余对价陆佰陆拾伍万肆仟贰佰柒拾伍圆陆角肆分

（小写：￥6,654,275.64 元），同正实业应当在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向甲方支付

完毕。 

（四） 存续性及违约责任 

1、各方在本协议项下以及根据本协议提交的任何声明、陈述和保证，以及由各

方分别按照本协议作出的赔偿及承担的违约责任，均应在本协议签署后以及转让完

成后继续有效。 

2、违约责任 

（1）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 3.2条约定的期限支付剩余对价的，则乙方应为其

根据本协议第 3.2条约定应付而未付的金额向甲方承担每天万分之三的违约金，且

并不免除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对价的责任； 

（2）各方同意，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而给其他方造成的损失，均应对遭受损

失的一方予以赔偿。本协议所述的损失，包括直接的经济损失及任何可预期的间接

损失及额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及仲裁费用、财务费用、差旅费

等； 

（五）丁方对乙方的保证条款 



 

（1）丁方作为乙方的保证人，对本协议的全部条款无异议，并保证将督促乙方

严格遵照执行本协议的约定、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 

（2）丁方同意，如乙方未根据本协议第 3.2 条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剩余对价，保

证人应就乙方应付而未付的部分向甲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限为乙方在本协

议项下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起两年。 

（3）丁方同意，就乙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向甲方承担的全部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违约金、损害赔偿等，保证人须向甲方承担连带清偿/赔偿责任。 

（六）丁方对甲方投资亏损的补足义务 

鉴于甲方就标的股份的取得成本为人民币贰亿伍仟伍佰贰拾万圆（小写：

255,200,000.00元），就本次股份转让，甲方的投资损失为人民币壹亿贰仟柒佰壹

拾壹万圆整（小写：127,110,000 元），丁方同意，在根据其与南方同正、家天下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月 19日签署的《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第十条之约定完成万里股份现有的与铅酸蓄电池的制造和销售业

务置出万里股份以前（最迟不迟于上述资产置出的同时），丁方将对甲方因本次投

资造成的甲方亏损壹亿贰仟柒佰壹拾壹万圆整（小写：127,110,000 元）予以全额

补足。 

（七） 乙方的保证责任 

乙方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在本协议项下本次股份转让的生效日，将其就本次

股份转让所受让取得的特瑞电池的 5,800,000股标的股份质押给甲方，以为（i）其

在本协议第 3.2条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义务，以及（ii）丁方在第十七条项下对甲

方的亏损补足义务提供质押担保，直至乙方、丁方履行完毕其义务为止。 

乙方同意根据甲方的指示，配合甲方签署相应的股份质押协议并办理股份质押

的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向工商登记机关或其他有权机构办理本次股份质押的手

续），并将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记载于特瑞电池股份名册，乙方不会以任何理由拒绝、

拖延办理上述股份质押手续。 

 



 

六、交易的背景、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特瑞电池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2018 年，由于市场出现较大变化，导致特瑞电池整体销售收入下滑,业绩出

现亏损。考虑到其业绩不及预期、投资回报效率及回收周期不可控，结合公司目前

的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所持特瑞电池股份对外转让。 

2、根据南方同正于 2018年 7月 19日与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之“资产置出安排”相关安排，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三年内，南方同正

应当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成公司择机将与公司现有业务相关的、或基于公司现有

业务的运营而产生的上市公司现有的所有资产按照协议的约定通过合法方式转让给

南方同正或南方同正指定的其他主体。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将特瑞电池股权进行转

让处置，调整公司资产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

东利益。 

3、本次出售特瑞电池股权预计将产生 127,110,000 元的投资损失，将会对公司

2018年财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根据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的《关于重庆特瑞电池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及债权债务抵销协议》规定，刘悉承先生将对公司上述

投资损失予以全额补足。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4 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由于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南方同正签署

了《投票权委托协议》，双方为一致行动人，故董事莫天全先生、刘坚先生、雷华

先生、张志宏女士及朱叶女士构成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

董事认为：公司将特瑞电池 15.61%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

司，同时进行相关债权债务的抵销，是基于特瑞电池的经营情况及公司目前的实际

情况作出的决策，属于公司对现有资产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

估值报告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且刘悉承先生将对公司

因本次股权转让而产生的投资损失予以全额补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

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该关联

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在股东大会上

将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5、估值报告 

6、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