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929

证券简称：湖南盐业

公告编号：2018-036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南开门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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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交易内容：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
拟以人民币 2747.12
万元收购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轻盐集团）所持湖
南开门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开门生活）100%股权。
 关联交易回避事宜：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就本次
股权收购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冯传良、李志勇、杨正华、徐宗
云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人民币 2747.12 万元收购轻盐集团所持开门生活 100%
股权。轻盐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59.84%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
联交易。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湖南开门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冯传良、李志勇、杨正华、徐宗云回避表
决，其余 5 名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收购事宜。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轻盐集团之间与此
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达 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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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轻盐集团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同时为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公司
59.84%的股份。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长沙市建湘路 519 号
主要办公地点：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轻盐 CEO
法定代表人：冯传良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盐的开采、加工及其相关的化工业务、食品批发
零售业务、塑料制品业、陶瓷制品业、医疗服务业；盐及相关化工产
业投资，餐饮、旅馆、旅游及娱乐项目投资，股权投资，自有资产经
营管理（以上项目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
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提供经济信息咨询；生产、销
售、研究、开发精细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品）、

日化产品、电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品）、食品、工业微
生物、造纸原料及各类纸制品、工程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不含中介）；
自有房屋租赁；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健康管理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轻盐集团总资产为 996305.54 万元、净资产 599771.87 万元，
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08480.69 万元、净利润 17980.89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购买轻盐集团所持开门生活 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开门生活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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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本情况
开门生活系轻盐集团全资子公司，前身为 2015 年 1 月 14 日成立
的湖南轻盐商贸有限公司，2016 年 1 月 14 日，正式更名为湖南开门
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实收资本 4600 万元，
注册地点为长沙市芙蓉区建湘路 519 号。
开门生活主要从事平台系统开发、维护和运营，快消品 B2B 业务，
非盐产品销售，天猫、京东等第三方平台代运营等工作。目前电商平
台的访销系统、网上商城、订单系统、仓储系统、物流系统、财业务
一体化和 POS 门店系统七大系统已全部开发完成，并已先后开通微信

支付、支付宝、线下 POS、银联在线等多种支付方式，是湖南省内为
数不多的已打通农商银行代扣的电商平台，平台支付功能较为完善。
4、开门生活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时间
2017 年
2018 年 1-4 月

资产总额
3241.08
2851.53

资产净额
2995.58
2710.54

营业收入
0.82
0.96

净利润
-94.13
-128.03

5、与公司资金往来
公司不存在为开门生活担保、委托开门生活理财，以及开门生活
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6、审计情况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
所对开门生活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进行了审
计，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开门生活总资产 2851.53 万元，
负债总额 140.99 万元，所有者权益 2710.54 万元。
(二)关联交易价格
2018 年 5 月 11 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开门生活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企业整体价值进行了评估。经
评估，开门生活总资产评估价值 2888.11 万元，增值 36.58 万元，增
值率 1.28%；总负债评估价值 140.99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
评估价值 2747.12 万元，增值 36.58 万元，增值率 1.35%，具体构成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流动资产
其中：货币资金
预付款项

账面价值
A
1,854.88
904.685
0.005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开门生活 C=开门生活-A D=C/A×100%
1,854.88
0.00
0.00
904.685
0
0
0.005
0
0

项

目

其他应收款
其他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其中：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
A
810.31
139.88
996.65
27.43
609.27
359.95
2,851.53
140.99
140.99
2,710.54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开门生活 C=开门生活-A D=C/A×100%
810.31
0
0
139.88
0
0
1,033.22
36.58
3.67
57.15
29.72
108.35
616.12
6.86
1.13
359.95
0
0
2,888.11
36.58
1.28
140.99
0
0
140.99
0
0
2,747.12
36.58
1.35

本次交易属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控制
企业之间进行产权转让的情形，依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令）的规定，可以采取非公开
协议转让方式。依据该办法“第三十二条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
让企业产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的规定，
双方约定以评估值做为转让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并经轻
盐集团备案的《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收购所涉湖南开门生活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2747.12 万元。
（三）支付方式

公司以现金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四）支付期限
公司于股权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全额支付全部价款。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和时间
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6 年 4 月 22 日，
国务院发布《盐业体制改革方案》
（国发„2016‟
25 号），方案取消了食盐批发企业只能在指定范围销售的规定，允
许向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购盐并开展跨区域经营，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可
开展跨省经营，鼓励盐业企业依托现有营销网络，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开展综合性商品流通业务。随
着盐业体制改革进逐步推进，公司食盐业务面临的市场竞争不断加
剧，面对这一形势，公司必须主动加强渠道建设、提升信息化管理水
平，才能从容应对上述挑战。
公司拟通过搭建自有电商平台，立足“盐+互联网+食品”的发展
模式，按照“自有产品+平台+第三方”的总体思路，明确“三步走”
的发展策略，即第一步，渠道下沉，充分的利用企业现有的产品、客
户资源，搭建平台聚合用户；第二步统仓统配，盘活企业现有的仓储
和物流资源，形成规模；第三步，连锁扩张，利用平台体系的力量，
全面促进线上、线下、物流、技术的高效协同配合，构建公司自有的
“新零售、新流通、新商贸”业态，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的、全新的商
业生态圈。
开门生活围绕“互联网+食品”的总体战略，搭建了“开门生活”
电子商务平台，经过 3 年的迭代更新，与公司的生产、流通企业进行

了业务融合的尝试，与公司的实际和需求高度契合，因此公司拟收购
开门生活 100%股权以加快公司电商平台建设和商业模式转型步伐
通过本次股权收购，可以加快公司电商平台建设步伐，早日全面
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整合市场资源，实现产业链条延伸，促进线上、
线下、物流、技术的高效协同配合。
综上，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冯传良、李志勇、杨正华、徐宗云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本项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亦对该关联交易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通过与关联方的本次关联交易，
一方面可利用开门生活平台系统有效提升公司信息化管控和渠道建
设水平，应对盐业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还可以全面打通线上线下渠道，
整合市场资源，实现产业链条延伸，促进线上、线下、物流、技术的
高效协同配合，真正做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落实公司“十三五”战
略规划，构建新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该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
理，遵循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该等关联交易而对关联
方产生严重依赖。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收购暨关联交易发
表核查意见认为：本次收购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
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相关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湖南开门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