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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58        股票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14-80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越南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转让竞拍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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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参与

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集团”）所持

有的越南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公司”）50%

国有股权转让竞拍事宜。 

 本次参与国有股权转让竞拍事宜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关联董事李欣雨回避

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大西洋集团转

让所持有的越南公司 50%国有股权已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西南联

合产权交易所开始挂牌，挂牌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挂牌价格为人民

币 445.185 万元（项目编号：G314SC1000176）。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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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转让程序有关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须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

场所公开挂牌交易，故本次收购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产权交易所

通过竞买的方式进行。公司符合产权转让信息发布中受让方资格条件

的要求，拟参与本次竞拍，是否取得该部分国有股权还需待最后竞拍

结果而定。 

此次公司参与竞买上述股权构成与大西洋集团的关联交易。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越南大西洋焊

接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竞拍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欣雨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的程序合规性及公平性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9,785 万元 

注册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马冲口街 2 号 

成立日期：1996 年 9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销售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建工建材，

化肥，化工原料(不含危化品)，公司法人财产权范围的资产经营、投

资、产权交易、进出口贸易。 

大西洋集团为国有独资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大西洋

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271,234.33 万元，净资产 162,086.62 万元，营业

收入 249,509.08 万元，净利润 5,111.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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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彤 

注册资本：113.34万美元 

注册地：越南北宁省仙山工业开发区 

成立日期：2002 年 7 月 4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焊条系列产品；研究和开发其它焊接材料

新产品。 

越南公司为大西洋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越南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261.72 万元，净资产 756.82 万元，营业收

入 3,347.08 万元，净利润 109.88 万元。 

（三）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39,893.5481 万元 

注册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马冲口街 2 号 

成立日期：1999 年 9 月 20 日 

经营范围：资产投资：焊接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公司为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经审计总资产 226,415.67 万元，净资产 110,110.60 万元，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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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18,611.07 万元，净利润 3,988.25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越南公司简介 

法定代表人：罗彤 

注册资本：113.34万美元 

注册地：越南北宁省仙山工业开发区 

成立日期：2002 年 7 月 4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焊条系列产品；研究和开发其它焊接材料

新产品。 

股权结构：大西洋集团持有 50%股份，越南新龙云公司持有 30%

股份，河口宇阳贸易公司持有 20%股份。 

本次大西洋集团转让越南公司股权，另两家股东---新龙化工工

业股份公司和河口宇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 

越南公司下属子公司越南大西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 

贸易公司”），于 2008 年 7 月由越南公司与越南河内幸原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投资设立，其中越南公司持有其 70%的股份，越南河内幸原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30%的股份。越南贸易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 兆盾

（约合 11.87 万美元）；注册地：越南北宁省仙山工业开发区；法定

代表人：罗彤；主要经营范围：焊条贸易、进出口等。 

    越南公司的生产厂房、办公区域均为租赁，在所租赁的生产厂区

内越南公司修建有简易生产办公用房、厕所、配电室等房屋，但均未

办理产权。同时，越南公司大部分机器设备均抵押给越南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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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金额（授信额度）人民币 1,340,820.81 元，抵押期从 2009 年 5

月 18 日起，不设抵押截止期。截止评估基准日，未解除抵押。 

（二）财务状况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越南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 1—8 月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审计，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出具了川华信审[2014 ]213 号《审计报告》。 

合并报表部分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2014 年 8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03.33 1,261.72 

净资产 806.05 756.82 

营业收入 2,241.40 3,347.08 

净利润 57.05 109.88 

（三）评估情况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

则，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以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越南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整

体评估。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出具了《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拟转让其持有的越南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联评报字[2014]第 1230 号。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论，越南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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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基准日 2014 年 8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890.37 万元，评估增

值 148.99 万元，增值率 20.10%。大西洋集团拟转让的越南公司 50%

的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45.185 万元。评估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920.61  920.11 -0.51  -0.05 

非流动资产 117.38 266.88 149.50 127.36 

资产总计  1,038.00 1,186.99 148.99 14.35 

负债总计  296.62 296.62 - - 

净资产  741.38 890.37 148.99 20.10 

其中，非流动资产评估价值比账面价值增值 149.50 万元，增值

率为 127.36%，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和设备增值较大所致。具体为： 

1.长期股权投资 

本次评估的长期投资为越南公司对越南贸易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账面值余额为 406,221.41 元，净额为 406,221.41 元。根据越南

公司长期投资结构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整体资产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

值乘以越南公司的持股比例计算评估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整体评估后净资产×持股比例 

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621,302.09 元作为越南贸易公

司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按照上述计算方法，长期投资账面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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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221.41 元，评估值 1,134,911.47元，评估增值 728,690.06 元，

增值率 179.38%。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的原因：长期股权投资是投资时的历史成本。

现评估值是基准日的贸易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越南贸易公司权益价值

大于母公司的初始投入成本是造成本次长期投资增值的原因。 

2.设备 

本次评估的设备主要是越南公司为生产焊接材料而购置的专用

设备（送丝机、拉丝机、切丝机、除锈机、涂粉机、烘箱等）和运输

车辆，共计 45 台（套），账面原值 2,443,920.38元，净值 434,199.28

元。其中：机器设备 41 台（套），账面原值 2,012,894.52 元，净值

158,990.47 元；车辆 4 辆，账面原值 431,025.86 元、净值 275,208.81

元。根据原地持续使用假设，结合设备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本次

评估采用成本法。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 机器设备 

1）重置全价 

机器设备重置全价由设备不含税购置价、进口关税、运杂费、安

装调试费、资金成本等内容构成。 

根据越南国家税收政策，购置固定资产时，其增值税进项税可以

实行抵扣（增值税率为 10%），因此，本次设备类资产的重置全价不

含增值税进项税；运杂费及安装调试费不用于抵扣；由于评估资产建



 

8 

 

设周期极短，基本能在 3 个月之内完成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厂房

属租赁），并且生产工艺简单，流程单一，本次评估不考虑建设工程

其他费用，即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费/1.1＋进口关税+运杂费+安装工程费＋资金成

本 

①设备购置价 

设备的购置价格，通过向生产厂家询价及查阅中国《2013 机电

产品报价手册》（生产设备全部由中国制造）并参考原购置合同等价

格资料确定。 

②进口关税 

按越南海关相关规定，计算进口设备关税；根据越南相关规定，

对于越南不能生产的设备，全免关税，本次从中国进口的设备属专用

设备，按越南海关相关规定，属于免关税范围。 

③运杂费 

运杂费分主要设备和一般设备，以及企业所在地，参照《资产评

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按设备原价的不同百分率计算，对于从中国

进口到越南的设备运杂费按中国部分和越南国内两部分组成。 

④安装调试费 

安装调试费参照《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并结合行业惯

例确定。 

⑥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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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成本的计算基础为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和工程

建设其他费用，根据资金投入合理建设工期和贷款利率计算确定。 

资金投入合理建设工期依据该单位工程规模的大小、建设项目相

关规定以及行业惯例确定；贷款利率根据基准日执行的越南政府公布

的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投入按均匀投入考虑。 

2）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按照设备的经济使用寿命、现场勘察情况预计设备尚

可使用年限，进而计算其成新率。其公式如下：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实际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2）车辆 

1）重置全价的确定 

根据越南汽车市场行情等近期车辆市场价格资料，确定本评估基

准日的运输车辆现行不含税购价（越南车辆含税价中包含 10%增值税，

用于抵扣），在此基础上考虑车辆购置税、新车上户等手续费，确定

其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现行不含税购价+车辆购置税+新车上户手续费 

=现行含税购价/1.1×（1+车辆购置税率）+新车上户手续费 

越南车辆购置附加税为 2%。 

2）成新率的确定 

成新率按年限成新率结合现场勘察情况进行调整。公式为： 

年限成新率＝（1－实际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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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结果及增减值原因 

1）评估结果 

经评定估算，纳入本次评估设备类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

如下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设备类合计 2,443,920.38 434,199.28 2,117,589.00 833,895.00 -326,331.38 399,695.72 -13.35 92.05 

其中：固定资

产-机器设备 
2,012,894.52 158,990.47 1,715,300.00 540,863.00 -297,594.52 381,872.53 -14.78 240.19 

固定资

产-车辆 
431,025.86 275,208.81 402,289.00 293,032.00 -28,736.86 17,823.19 -6.67 6.48 

2）增减值原因 

①设备类资产原值减值 326,331.38 元，减值率 13.35%。是由于

机器设备和车辆减值引起。具体原因为： 

近几年机器设备、车辆市场价格都有一定的下降，是机器设备、

车辆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 

②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设备类资产净值增值 399,695.72 元，增

值率 92.05%。是由于机器设备增值引起。主要原因是机器设备的经

济寿命年限长于企业的会计折旧年限引起。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越南公司 50%股权转让已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开始挂牌，挂牌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挂牌价格为 

 445.185 万元。 

鉴于此次收购的股权实行的是挂牌竞价收购，所以在收购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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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排除其他竞价参与方与公司竞争抢购的情况出现，成交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或超出公司预期值，甚至无法竞得的风险。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与国有股权转让竞拍，收购越南公司 50%股权，可以解决

未来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同时，有利于公司海外战

略布局，凭借公司的品牌、技术与人才优势，整合越南公司优势资源，

丰富越南公司的产品种类，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建立公司生

产、销售、原材料采购于一体的焊接材料海外基地，扩大公司经营规

模，并通过越南，辐射整个东南亚，抢占正在快速发展的东南亚焊接

材料市场，提高公司海外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参与国有股权转让竞拍，收购越南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可以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同时，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海外战略布局，建立公司生产、销售、

原材料采购于一体的焊接材料海外基地，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抢占正

在快速发展的东南亚焊接材料市场，提高公司海外市场占有率。本次

参与国有股权转让竞拍事项在经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我们事前认可，

本次收购标的经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审

计，且挂牌价格经自贡市国资委备案，作价方案客观、公允、合理，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参与国有股权竞拍事项，遵循了公开、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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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诚信原则，关联董事对该事项亦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参与竞拍收购越南大西

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50%股权。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