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18-019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至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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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205,841,950.30 元的价格收购天津至远 100%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收购的完成将基于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的情况以及公司董事

会的批准，交易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 交易概述 

（一）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与天津至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至远”或“标的公司”）股东弘毅夹层（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弘毅夹层”）、弘毅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

毅投资”）、西藏达孜弘毅二期夹层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

弘毅”）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自筹资金收购弘毅夹层、弘毅投资、

西藏弘毅合计持有的天津至远 100%股权，本次收购交易价格预计为

205,841,950.30 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天津致远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

交易的价格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

值为基础，结合市场价值进行确认，不存在溢价。 

（二）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天津至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无需股

东大会审议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一： 

企业名称 弘毅夹层(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8583476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3 年 05 月 08 日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 

持有天津至远股权比例 66.49% 

2、交易对方二 

企业名称 弘毅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737215586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08 年 04 月 14 日 

住所 
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D 座二层

201-02室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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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天津至远股权比例 0.01% 

3、交易对方三 

企业名称 西藏达孜弘毅二期夹层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26321372630E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5 年 03 月 19 日 

住所 达孜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法律允许的其他投资活动；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持有天津至远股权比例 33.50%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天津至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73733778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8 年 05 月 09 日 

注册资本 243.221863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孙永红 



住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西路 52号滨海金融街 6号楼三

层 AJ315 室 

经营范围 

管理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证券类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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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弘毅夹层 66.49% 

弘毅投资 0.01% 

西藏弘毅 33.50% 

 

（三）主要资产 

天津至远的主要资产为收购其全资子公司南京联合全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京全程”）100%股权形成的一项长期股权投资，南京全程基本情况如

下所示： 

公司名称 南京联合全程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3790441803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06 年 07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88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穆演 

住所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罐区南路 168号 



经营范围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普通

货运；危险品 2类 1项、危险品 2类 2项、危险品 2类 3

项、危险品 3 类、危险品 4 类 1 项、危险品 4 类 2 项、

危险品 4 类 3 项、危险品 5 类 1 项、危险品 5 类 2 项、

危险品 6类 1项、危险品 8类的运输；综合货运站（场）

（仓储）；搬运装卸；货运配载；危险化学品储存（按许

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

围经营）。国内公路、铁路货运代理服务；承办海运、陆

运、空运、快递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但国

家禁止企业经营和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活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服务；与运输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及相关服务；

罐体清洗；包装工具、包装材料、仓储设备、集装箱及

其辅助用品、集装箱装卸工具、化工产品和燃料油的销

售；分包装、罐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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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购南京全程基本情况： 

2017 年 5 月 17 日，天津至远与南京联合全程物流有限公司股东深国际全程

物流（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深国际全程物流（深圳）

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南京联合全程物流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以人民币

156,179,800.00 元，通过网络竞价转让给天津至远。 

2、南京全程近一年有一期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6,180,423.81 130,173,728.00 

负债总额 26,095,338.45 41,953,408.23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0,085,085.36 88,220,319.77 

项目 2018 年 1-7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3,627,462.01 69,658,116.13 



净利润 11,167,328.75 17,817,141.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1,167,328.75 17,817,141.90 

（四）主要财务数据（经审阅）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1,797,029.51 210,395,144.87 

负债总额 145,767,955.40 212,973,393.31 

所有者权益总额 66,029,074.11 -2,578,248.44 

项目 2018 年 1-7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3,627,462.01 69,658,116.13 

净利润 9,956,459.55 16,272,444.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956,459.55 16,272,444.81 

（五）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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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对天津至远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7月 31 日的全部股权股东权益进行了

评估，并出具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天津至远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天津至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根据资产基础法，天津至远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0,988.39 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2,499.50  2,499.50  -  -  

2  非流动资产 16,177.36  20,670.48  4,493.12  27.7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6,173.41 20,666.53 4,493.12 27.7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5 3.95 - - 



3  资产总计 18,676.85  23,169.97  4,493.12  24.06  

4 流动负债 12,181.58  12,181.58  -  -  

5  长期负债 -  -  -  - 

6  负债合计 12,181.58  12,181.58  -  - 

7 所有者权益 6,495.27 10,988.39 4,493.12 69.18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16,173.41 万元，主要系天津

至远收购南京全程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构成,对此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价值为

20,666.53 万元；流动负债账面价值主要由其他应付款构成，截至目前，天津至

远已归还该笔其他应付款，因此负债账面价值相应减少，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相

应增加。 

据此，本公司基于天津至远的 100%股权的评估值及期后事项，经双方协商

一致，确认本次交易价格为 205,841,950.30 元。  

四、 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 

转让方 1：弘毅夹层（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 2：弘毅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合伙） 

转让方 3：西藏达孜弘毅二期夹层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内容 

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于股权变更日，转让方作为标的公司股权

的合法的所有者及受益者向受让方转让标的公司 100%（百分之壹佰）的股权（“目

标股权”）以及附属于目标股权的一切权利。 

（三）交易价格及支付安排 

为获得目标股权，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05,841,950.30 元整（人民币贰亿零伍佰捌拾肆万壹仟玖佰伍拾元叁角整）。 

在满足本协议规定的付款条件的前提下，转让价款的支付期限如下： 

第一期款项：82,219,645.28 元整（人民币捌仟贰佰贰拾壹万玖仟陆佰肆拾伍

元贰角捌分整），支付时间及条件：本协议签订后当日； 

第二期款项：102,957,579.79 元整（人民币壹亿零贰佰玖拾伍万柒仟伍佰柒



拾玖元柒角玖分整），支付时间及条件：转让方向目标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递交股

权转让变更登记申请并且取得回执当日； 

第三期款项：20,664,725.23 元整（人民币贰仟零陆拾陆万肆千柒佰贰拾伍元

贰角叁分整），支付时间及条件：目标公司领取新的营业执照（根据新的营业执

照，受让方应已经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获得了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后的第

2 个自然日。 

（四）交易基准日：2018 年 07 月 31 日 

（五）交易的先决条件 

经双方一致确认，本次收购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1、本协议、本协议下所设定的股权转让以及相关各项事宜已经受让方董事会及

标的公司股东会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同意的决定； 

2、若本协议、本协议下所设定的股权转让以及相关各项事宜需要任何政府部门

批准，则转让方应为此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日之前获得该批准； 

3、转让方应已在所有实质性方面履行并遵循了本协议中要求转让方必须于股权

转让之前或当日履行或遵循的约定及承诺；  

4、有关政府部门未颁布任何对于受让方实现本次交易目的有任何重大不利影响

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 

（六）双方的陈述和保证 

1、转让方的陈述与保证 

转让方向受让方作如下陈述和保证，并保证各项陈述和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至股权变更日是真实、准确和有效的。 

⑴转让方有权也有能力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本协议对转让方构成合法的、有

效的且有约束力的义务，依照本协议的相关条款对转让方完全可以执行。转让方

签署本协议和履行本协议下的义务，并不会导致转让方违反转让方为一方的任何

合同、契约、承诺或其他义务，也不会违反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判决

或其他规定。 

⑵在本协议的谈判及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转让方所提供给受让

方的所有书面和口头信息都是完整、真实、准确的，其内容不对受让方构成任何

误导。 

⑶除在本协议中所明确披露的之外，标的公司无任何欠款、负债、第三方索



赔或潜在责任，也未曾为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担保或承担任何责任。目标股权转

让完成后，若有任何第三方向标的公司就目标股权转让完成前的原因提出索赔或

要求标的公司承担任何责任，而该等索赔或责任一律由转让方承担清偿责任；前

述索赔或责任给转让后的标的公司或受让方造成任何损失时，转让方应向转让后

的标的公司或受让方进行相应数额的赔偿。在此情况下，若转让方未能及时清偿

或履行该债务或责任而导致标的公司不得不对外清偿和履行的，标的公司和/或

受让方应对转让方具有追偿权，且转让方应对债务或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在应诉

时标的公司和/或受让方可要求有关司法机构将转让方追加为第三人。受让方也

有权从应支付给转让方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金额。 

⑷标的公司应缴未缴的税费、应付未付的罚款（如有）均由转让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本协议下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如标的公司接到税务机关或其他部门的

通知、罚单，要求其缴清与股权转让前的标的公司的业务或行为有关的任何税费、

罚款，标的公司应通知转让方，要求转让方在限定期限内清偿该等款项，若转让

方未能及时清偿而导致标的公司不得不对外清偿的，标的公司和/或受让方应对

转让方具有追偿权，且转让方应对该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⑸自基准日起至目标股权变更登记日止，目标股权上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质押

权、留置权、司法限制、任何其他物权或债权或者任何第三方请求权； 

⑹标的公司已经办妥并领取了合法开展其业务所需要的所有各类许可和证照，

这些许可和证照合法、有效； 

⑺在受让方的合理要求下，转让方将签署及向受让方提供所有与本次股权转

让有关的协议、文件，以便于本协议的履行。 

2、受让方的陈述与保证 

受让方向转让方作如下陈述和保证，并保证各项陈述和保证于协议签署之日

至股权变更日是真实和有效的。 

⑴受让方对本协议和其它相关文件的签署对转让方构成合法的、有效的及有

约束力的义务，依照本协议的相关条款对转让方完全可以执行。受让方签署本协

议和履行本协议下的义务，并不会导致受让方违反转让方为一方的任何合同、契

约、承诺或其他义务，也不会违反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判决或其他规

定。 

⑵在转让方的合理要求下，受让方将签署及向转让方提供所有与本次股权转



让有关的协议、文件，以便于本协议的履行。 

⑶受让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期限支付转让价款。 

（七）交易的交割 

1、根据本协议所述的条款和条件，双方在此一致同意尽力采取为完成本协议下

交易所需的一切必要的行动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i)在转让之前取得为完成本

协议下交易所必需的政府机关的同意、证明、批准、授权和资格；(ii)使所有必

要的登记和备案有效；及(iii)就上述事项相互提供所需的信息和协助。 

2、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在标的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享受和承担标的公司的债权、

债务及其他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3、股权转让之同时，受让方有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的规定

要求修改、起草和签发标的公司章程。 

4、股权变更之同时，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由受让方重新指定并

向公司登记机构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的管理层及相

关负责人由受让方指派。 

5、在目标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应继承完成之前公司的一切资产、财产、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在任何金融机构或其它任何机构之存款、房地产、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本协议另有不同规定的除外）、对外投资（如有）和其他

资产（如有）。转让方确保任何其他方不会因股权转让前发生的任何事由而对标

的公司的前述资产、财产和权利提出任何所有权和其他权利请求。凡标的公司作

为债权人或标的公司享有任何权利、利益的任何合同、协议、文件等均视为前述

标的公司的资产，在目标股权转让完成后，均由标的公司继承，本协议另有明确

规定的除外。 

6、自基准日起至股权变更日止，如有涉及标的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或标的公

司须对外签署任何合同、协议，或标的公司的任何对外支付，包括但不限于标的

公司以票据、现金等形式向标的公司原股东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支付的任何款项，

均应获得受让方的事先书面确认。 

（八）违约责任 

1、一方（“赔偿方”）在此同意如果(i)赔偿方在第五条提供之陈述与保证实质性

地不准确或违反该等陈述与保证；或(ii)赔偿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下的义务及承诺，

且前述不准确或违反给另一方（“受偿方”）造成损失（包括合理的律师费，但不



包括实际由任何受偿方引发的间接损失），则赔偿方应赔偿受偿方，为其进行辩

护并保证其免受该损失。 

2、若任何一方（“违约方”）以违反本协议的方式在股权变更日前不履行或拒绝

履行本协议（因另一方或者其他方原因导致的不履行除外），或者因违约方根本

违反本协议的行为导致本协议被另一方（“守约方”）解除，则违约方应按照股权

转让价款的百分之贰拾（20%）向守约方支付赔偿金，但是不可抗力所导致的除

外。 

3、除本协议另有规定者外，转让方违反本协议规定未能将标的公司的股权按时

转让给受让方，则转让方应根据所拖延的时间每逾期一天按照转让价款每天万分

之五支付违约金给受让方；若受让方违反本协议规定未能按时向转让方支付本协

议下的转让价款，则违约方应根据违约所涉及的金额就逾期时间向转让方支付每

天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4、任何一方根本违反本协议之规定，则另一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

约方根据本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五、 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不会因此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

争； 

3、本次交易不会产生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的问题； 

4、本次收购的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 

六、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天津至远 100%股权（包含其全资子公司南京全程），有利于公

司拓展业务范围和在化学品运输领域的发展布局，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本

次交易进一步强化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地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

竞争能力和增强综合盈利能力。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对天津至远业务、财务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整合效果

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完

善天津至远治理结构，积极防范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