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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子公司出售部分与制粉相关资产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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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德清森腾公司已完成部分与制
粉相关资产的出售，交易总额为 51,397,300.07 元（含税），德清鑫晨公
司已按《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了首笔款项 1,03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睦科达公司”）
在德清地区的资源，提升浙江东睦科达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改善现金流，
降低其财务和安全环保风险，公司拟出售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森腾公司”）的与制粉相
关资产（除包覆机外）。此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特
别是浙江东睦科达公司规避原来自制原材料带来的安全和环保等方面
的风险；有利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做专做精，并符合公司一贯坚持
的原则：不与客户竞争，不与供应商竞争；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核心利益，促进稳定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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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德清森腾公司相关资产已由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评估工作，并分别出具了《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拟转让所涉及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8]D-0009号）和《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涉及的土地、
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机器设备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8]D-0010号）。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
相关评估业务的资格。本次评估以资产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评估
基准日均为2018年3月31日，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
准日2018年3月3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有效。
2018年8月2日，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德清森腾公司与德清鑫晨公司粉
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鑫晨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
议》，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和德清森腾公司拟向德清鑫晨公司出售与制粉相
关的资产（除包覆机外），协议生效日为2018年8月2日。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20日、
2018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2、（临）2018-055。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18年9月5日，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德清森腾公司与德清鑫晨公司签
订了《资产交接报告（确认书）》，确认本次交易总额为51,397,300.07
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德清鑫晨公司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的相关规
定，已向资产出售方支付了首笔款项1,030.00万元。
（一）交易的作价方式
根据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德清森腾公司与德清鑫晨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让价格的规定：“（1）生产经营设备和房产土地价
格确定方式。按德清鑫晨公司需求办理具体资产交割，价格按天津中联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D-0009号、中联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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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D-0010号）所列相应资产的净值作价；（2）未达到使用状态或暂
未交付的资产价格确定方式。按出售日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或德清森腾公司
对该资产已经发生的成本作价出售；（3）存货价格确定方式。每项存货
单独清理，德清鑫晨公司确认需求后，按出售日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或德清
森腾公司所列每项存货的账面成本作价出售”，本次资产出售的实际作价
方式如下：
1、经评估的资产。按照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2018]D-0009号、中联评报字[2018]D-0010号）所列相应资
产的评估净值作价；
2、未经评估的资产。按照出售日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或德清森腾公司
对该资产已经发生的成本作价出售，出售基准日为2018年8月2日；
3、存货。按照出售日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或德清森腾公司所列每项存
货的账面成本作价出售，出售基准日为2018年8月2日。
（二）实际出售的资产情况
1、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出售的资产情况
（1）土地使用权1宗，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德清国用（2015）第
02306245号，登记面积为10,011.00平方米，位于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146
号，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终止日期为2053年5月30日。
（2）房屋建筑物3幢，建筑面积合计为3,818.76平方米，厂房约建成
于2003年12月，房屋所有权人为浙江东睦科达公司，规划用途为工业，出
售前房产状况为出租；构筑物及附属设施3项。
（3）机器设备19项，其中有4台机器设备因在资产评估时尚未交付，
未列入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
司拟转让所涉及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机器设备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D-0010号）的设施清单范围内，根据其已发
生的成本作价进行出售。
2、德清森腾公司出售的资产情况
（1）房屋建筑物共8幢，建筑面积3,273.60平方米，构筑物6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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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理权证，其所依附的土地使有权属于浙江东睦科达公司。
（2）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103台/套，其中有7台/套设备因在资产评
估时尚未交付，未列入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德清森腾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涉及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8]D-0009号）的设施清单范围内根据其已发生的成
本作价进行出售。
（三）实际交易价格情况
1、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本次实际交易的价格情况如下：
（1）浙江东睦科达公司经评估的资产实际交易价格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账面价值
序
类别 科目名称 （净值，不含
号
税）
房屋建筑
固定 物、构筑
1
1,992,398.40
资产 物及其它
辅助设施
固定
2
机器设备 7,056,141.68
资产
固定
3
土地
915,339.62
资产
合

计

9,963,879.70

评估价值
（净值，含
税）

交易价格
（含税）

2,912,343.00

2,912,343.00

7,627,448.00

7,627,448.00

3,453,800.00

3,453,800.00

13,993,591.00 13,993,591.00

（2）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未经评估的资产实际交易价格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类别

1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净值，含税）

科目名称

2

房屋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它辅助设施
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3

在建工程

4

交易价格
（含税）

0

0

378,213.06

378,213.06

8,612,108.74

8,612,1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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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计

0

0

8,990,321.80

8,990,321.80

2、德清森腾公司本次实际交易价格情况如下：
（1）德清森腾公司经评估的资产实际交易价格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3
合

类别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净值，不含
税）

评估价值
（净值，含
税）

交易价格
（含税）

房屋建筑
固定 物、构筑物
1,849,313.88 2,101,853.00 2,101,853.00
资产 及其它辅助
设施
固定
机器设备
6,540,700.88 7,575,832.99 7,575,832.99
资产
固定
土地
0
0
0
资产
计
8,390,014.76 9,677,685.99 9,677,685.99
（2）德清森腾公司未经评估的资产实际交易价格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类别

账面价值
（净值，含税)

科目名称

交易价格
（含税）

0

0

2

房屋建筑物、构
固定资产 筑 物 及 其 它 辅 助
设施
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2,621,126.24

2,621,126.24

3

在建工程

1,850,452.62

1,850,452.62

4

存货

14,264,122.42

14,264,122.42

计

18,735,701.28

18,735,701.28

1

合

三、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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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资产出售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预计不
会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成果构成较大影响。
（二）根据浙江东睦科达公司、德清森腾公司与德清鑫晨公司签订的
《资产转让协议》，德清森腾公司将于资产和存货交接给德清鑫晨公司后
一年内结清全部款项。款项结清后，公司将清算并注销德清森腾公司，届
时公司将及时依法依规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6 日

报备文件：
1、德清鑫晨粉末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2、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德清
鑫晨粉末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交接报告（确认书）》；
3、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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