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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7-042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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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中船重工杰瑞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

关联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

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99,386.69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而言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包括本次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及控股股东中船重

工集团进行的、应当累计计算的同类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99,386.69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76%。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公司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此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 年 7 月 6 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或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中船重工杰瑞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

瑞控股”）80%、2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关联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集团投资公司”）、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杰瑞科技集团”），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99,386.69 万元。同日，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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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集团投资公司、杰瑞科技集团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关联交易对公

司而言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鉴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并实际控制中船集团投

资公司、杰瑞科技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包括本次关联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前述关联方及中船重工集团进行的、应当累计计算的同类非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99,386.6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1.76%。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所示： 

 

（一）中船集团投资公司 

企业名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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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庆盛道 966 号中船重工大

厦二十九层 2902 室。 

法定代表人：张健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

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

采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行业、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行业、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文化业、体育

业、娱乐行业进行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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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船重工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中船重

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船集团投资公司 0.50%、99.50%的股权。中

船集团投资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中船重工集团（详见上文“股权控制关系

图”）。中船集团投资公司与公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保持独立。 

主要财务指标：中船集团投资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9,884.46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49,828.07 万元；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0 万元、人民币-171.93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实际控制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中船重工集团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合并口径）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为人民币 4,838.30 亿元、人民币

1,718.61 亿元；2016 年度经审计（合并口径）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800.11 亿元、人民币 40.16 亿元。 

（二）杰瑞科技集团 

企业名称：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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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圣湖路 18 号 102 号楼 

法定代表人：顾浩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涉及投资产业目录须经核准的项

目除外）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业过程自动化控制设备、电力辅机、

交通管理设备及设施潜水及水下救捞设备、环境监测仪器及污染防治设备、通信

及定位定向导航设备、电力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电子设备及元器件、电源模块、

仪器仪表、LED 及照明灯具；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装备、石油勘探装备，

油气装卸系统的研发、生产、技术服务及工程承包；集成电路、电子与智能化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维护；模具、海洋工程装备；系统集成及数据

处理服务；云计算服务；大数据处理设备的设计、制造；嵌入式终端设备的设计、

开发、生产、服务及相关管理活动；软件开发及软件测评；信息安全测试；软件

工程技术支持服务；机电产品环境试验、可靠性试验检测服务；采矿测录技术服

务；二类 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的生产；建筑智能化工程咨询、设计与

施工；楼宇自控产品；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租赁；基础设施和建筑工程

施工；工控机，日用品、办公用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的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投资及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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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船重工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一六研究所分别持有杰瑞科技集团各 50%的股权。杰瑞科技集团的最终实

际控制人为中船重工集团（详见上文“股权控制关系图”）。杰瑞科技集团与公

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保持独立。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杰瑞科技集团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

产总额为人民币 70,562.89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18,519.47 万元；2016 年度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5,015.98 万元、人民币-2,524.54 万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一）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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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类别 

本次交易类别为出售资产，即公司将持有的杰瑞控股 100%股权分别转让给

中船集团投资公司和杰瑞科技集团。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杰瑞控股 100%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未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公司名称：中船重工杰瑞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注册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区圣湖路 18 号 102 号楼 

主营业务：电子器件、电源设备和部件、电子操控部件及设备、自动控制设

备、计算机软硬件、机电设备和能源装备的设计、开发与生产；集成电路设计及

封装；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设计、开发和维护；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维护；智能交通设备和系统、交通设施、标线、照明设备

及系统、安防和网络设备的设计、开发以及相关工程设计、施工和维护；工业机

器人、石油勘探装备、工业自动化机械、信息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技

术服务及工程承包；塑料型材挤出模具、防火保温材料研发、生产、技术服务及

工程承包；塑料型材及塑料门窗生产、技术服务；通信导航、定位定向、石油电

子、工业自动化、船舶电子、软件工程、信息与控制、工控机系统设备及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承包；工控机、测控设备与系统销售与系统集成；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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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瑞控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6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98,692.87 100,316.01 

负债总额 41,030.95 41,086.39 

资产净额 57,661.92 59,229.63 

营业收入 55,190.40 10,905.11 

利润总额 1,025.07 1,848.95 

净利润 248.79 1,567.71 

注：上表中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杰瑞控股提供暂补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在交易各方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资产过户的

工商登记完成前，杰瑞控股应全额归还公司向其提供的前述借款 2,000 万元。 

除前述情形外，不存在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杰瑞控股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等公司理财，以及提供尚在履行期内的委托贷款等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杰瑞控股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7]

第 1113 号”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对属于投资控股型的杰瑞控股，无具体经营业务，故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进行

了评估。对杰瑞控股长期投资子公司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连云港杰瑞自动

化有限公司、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的评估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

行了评估。 

杰瑞控股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57,439.12 万元，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 101,387.08 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 43,947.96 万元，增值率为 76.51%；总

负债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2,000.39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000.39 万元，增值额

为人民币 0.00 万元，增值率为 0.00%；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55,438.73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99,386.69 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 43,947.96 万元，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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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79.27%。中船重工杰瑞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人民

币 99,386.69 万元。 

本次交易以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与履约安排 

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与中船集团投资公司、杰瑞科技集团三方共同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拟将持有的杰瑞控股 80%股权、20%股权分别转让给中船集团投资

公司、杰瑞科技集团，即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合计持有杰瑞控股 100%

股权。 

2、公司持有的杰瑞控股 100%股权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99,368.69 万元。

前述评估结果已经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备案。 

3、各方同意根据以上评估备案结果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9,368.69 万元，其中，中船集团投资公司应支付人民币 79,494.952 万元、杰瑞

科技集团应支付人民币 19,873.738 万元。受让方应最迟不晚于股权交割日（即本

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下同）前将前述股权转让价款全部支付完毕。 

4、鉴于本次对杰瑞控股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

因此杰瑞控股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中国重工享有和承

担。 

5、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交割日前，杰瑞控股（含下属控

股子公司）应全额归还中国重工向其提供的暂补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2,000万元。 

6、因签订和履行股权转让事宜而产生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中国法律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中国法律无规定的，由各方平均分担。 

7、协议自各方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各自所需的内部审批程序

履行完毕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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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基于“聚焦主业主责、聚力兴装强军”的战略考虑，近年来持续进行内

部资产整合及产业结构调整，以进一步突出海洋装备研发、设计、制造主业。由

于杰瑞控股（含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的电子信息业务并非公司主营业务

范畴，且该公司后续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考虑到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以及业

务相关性、协同性等综合因素，为进一步提高资产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决

定将持有的杰瑞控股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业，优化业务结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规划；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盈利能力，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

营。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将杰瑞控股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预计本

次交易将给公司 2017 年业绩带来正面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通过此

次交易，公司 2017 年将获得约 4.61 亿元的投资收益（未考虑交割日与评估基准

日之间的过渡期间损益）。具体金额以实际交易为准。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杰瑞控股提供暂补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在交易各方共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资产过户的

工商登记完成前，杰瑞控股应全额归还公司向其提供的前述借款 2,000 万元。 

除前述情形外，不存在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杰瑞控股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等公司理财，以及提供尚在履行期内的委托贷款等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六、关于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募投项目转让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转让杰瑞控

股 100%的股权将构成上市公司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涉及所转让

募投项目为：“中船重工连云港杰瑞模具技术有限公司高性能挤出模具及辅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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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项目”、“中船重工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变换器、智能交通管理系

统及风电控制系统建设项目”、“中船重工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定位导航、

石油及民船电子能力建设项目”，该等募投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累计

投资额 

截止日项

目 

完工程度 

承诺 

效益 

截至

2016.12.31

日累计实现

效益 

承诺投资

金额 

截至

2016.12.31

实际投入募

集 

资金金额 

截至

2016.12.31

实际使用募

集 

资金金额 

中船重工

连云港杰

瑞自动化

有限公司

高性能挤

出模具及

辅机能力

建设项目 

5,400 5,400 5,530.33 已完工 

财务内部收益率

为 19.72%，回收

期为 6.78 年。 

- 

中船重工

连云港杰

瑞电子有

限公司变

换器、智

能交通管

理系统及

风电控制

系统建设

项目 

4,900 

 
4,900 4,938.29 已完工 

财务内部收益率

为 18.93%，回收

期为 7.35 年。 

11,535.61 

中船重工

青岛杰瑞

自动化有

限公司定

位导航、

石油及民

船电子能

力建设项

目 

4,350 

 
4,350 4,439.82 已完工 

财务内部收益率

为 18.93%，回收

期为 7.35 年。 

1,476.62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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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胡问鸣、孙波、邵开文、钱建平、陈民

俊、姜仁锋、杜刚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1）本次交易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并更

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2）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并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资产

转让价格以经备案的评估值作为基础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3）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事

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4）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3、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1）本次交

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效益、优化资源配置

并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2）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

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并具备充分的独立性，

资产转让价格以经备案的评估值作为基础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3）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

让事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

高资产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并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以经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交易定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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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事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5、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6、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

高资产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并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以具备相关业务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评估机构采用了合理的评估方

法，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3）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事

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4）本次

关联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会方可实施。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6、股权转让协议； 

7、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