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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19 临-041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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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水泵厂”）为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66%股份。公司将于 2019

年 7 月底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所持有的长沙水泵厂

70.66%的股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1元（由于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负数）。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由于本次交易暂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止至 2019年 5月 31 日，公司为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共计 70,000.00 万元，实际使用额度 59,739.39万元，股权受让方应在工商变更

登记完成前解除上述担保。 

公司（含子公司）应收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的往来款项资金共 31,875.02

万元，借款 16,056.44万元。股权受让方应保证长沙水泵厂在三年内清偿上述款

项，并提供相应担保。 

●本次交易挂牌能否成交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以审计结果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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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2019 年 6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预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 临-026），为推进实施公司整体战略布局，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公司拟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控股

子公司长沙水泵厂 70.66%股权。 

2019 年 7 月底，公司将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长沙水泵厂 70.66%股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1 元。价格系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第 590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

为基础。评估价值已报湖南省国资委备案登记。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9年 7月 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正式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

权的议案》，同意:1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次转让尚无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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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权转

让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公司将根据转

让进展，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玮 

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5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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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567.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泵、环保设备、通用机械、机电产品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

安装、维修；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及技术服务。（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设备，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长沙水泵厂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66%股权，湘电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 20.21%股权，长沙水泵厂工会委员会持有其 9.13%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层面)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5月 31 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24,810,551.44 1,714,711,812.38 

负债总额 1,801,370,308.26 1,751,368,558.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76,559,756.82 -36,656,745.83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1-5 月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92,273,727.68 262,065,290.18 

净利润 -52,015,816.89 -286,582,532.68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母公司层面)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字[2019]第 27-00056 号审计报告，

2019年 5月 31日，长沙水泵厂净资产为人民币-3,875.28万元。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第

590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9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长沙水泵厂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4,369.41万元，评估价值为 16,986.01

万元，增值额为 2,616.60 万元，增值率 18.2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8,244.69

万元，评估价值为 18,244.69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净资产（股东权益）账面价

值为-3,875.28 万元，评估价值为-1,258.68万元，增值 2,616.60 万元，增值率

为 67.52%，评估溢价的主要原因为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由于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负数，本次长沙水泵厂 70.66%股权的挂牌底价确

定为人民币 1元。 

4、权属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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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属瑕疵或资料不全事项 

①长沙水泵厂黑石铺地块上的房屋建筑物于 1999 年由长沙水泵厂投资入股

湖南湘电长泵特种泵有限公司，但因土地使用权未转移，房屋产权一直未办理过

户。涉及的具体资产如下： 

权证编号 名称 面积（㎡） 证载权利人 实际权利人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34 号 加工车间 579.99 

长沙水泵厂
有限公司 

湖南湘电长
泵特种泵有
限公司 

长房权证天心字第 00265671号 装配车间 988.16 

长房权证天心字第 00265658号 木工车间 1581.90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478 号 半成品库 388.45 

长房权证天心字第 00265647号 成品库 976.38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32 号 木材库 634.99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58 号 综合仓库 352.67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480 号 维修班仓库 487.99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36 号 机床房 37.70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35 号 计量室 112.49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53 号 礼堂 274.84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54 号 食堂 260.96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33 号 厕所（78） 32.39 

长房权证南自字第 01337 号 发电配电间 214.70 

 

②长沙水泵厂持有待售资产-黑石铺地块由于 2 次拆迁割让部分土地而减少

了使用面积，截止报告日尚未更换新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产权证号 登记面积（㎡） 实际面积（㎡） 面积差异（㎡） 

长国用（2005）第 000315 号 23422.84 22371.36 10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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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长沙水泵厂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拥有的 2 辆奥迪

A6L 小车（湘 AQB390、湘 AQB682）的车辆行驶证记载的权利人为杨龙喜，湖

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和杨龙喜已出具车辆产权为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

司的说明。 

④长沙水泵厂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拥有的 1 栋油化库、

2 处门卫室已办理报建手续但无房屋产权证，其房屋面积按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记载面积确定。 

（2）评估程序受限事项 

本评估结论中，评估专业人员未能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

性能做技术检测，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

的前提下，通过向设备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及实地勘察做出的

判断。评估专业人员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

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

提下，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做出的判断。 

（3）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①2019 年 3 月 7 日，长沙恒钢铸造材料贸易有限公司就其与湖南湘电长泵

铸造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提出财产保全

申请，请求冻结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或查封其他价值相当的财产。2019 年 6 月

10 日，长沙仲裁委员会出具“[2019]长仲裁字第 293 号”裁决书，裁决规定被申

请人湖南湘电长泵铸造有限公司自裁决书送达之日十日内支付申请人货款及违

约金，并承担相应的仲裁费用。2019 年 6 月 28 日，关联方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

限公司已代为支付货款、利息及诉讼受理费用等共计 346,653.26 元，评估时按实

际付款金额确认评估值。 

②2019 年 2 月 21 日，长沙博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其与湖南湘电长泵铸

造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提出财产保全申

请。2019 年 6 月 10 日，长沙仲裁委员会出具“[2019]长仲裁字第 266 号”裁决

书，裁决规定被申请人湖南湘电长泵铸造有限公司自裁决书送达之日十日内支付

申请人货款及违约金，并承担相应的仲裁费用。2019 年 6 月 28 日，湖南湘电长

沙水泵有限公司已代为支付货款、利息及诉讼受理费用 144,099.04 元，评估时按



 

6 

 

实际付款金额确认评估值。 

（4）抵押、担保等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事项 

①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的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已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进出口

银行湖南省分行，抵押期限为两年。 

②长沙水泵厂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泵铸造有限公司涉及多起诉讼，其持

有待售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被冻结过户，部分银行存款也被冻结。 

③长沙水泵厂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泵特种泵有限公司的部分银行存款

因涉及诉讼被冻结。 

④长沙水泵厂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泵特种泵有限公司的一辆轻型货车

（车辆牌号为：湘 AN5739）因总体状况较差，目前处于闲置停用状态且未年检，

待报废处置。 

⑤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的 5 辆混

合动力车（车辆牌号分别为：湘 A-09655、湘 A-09407、湘 A-09410、湘 A-09675、

湘 A-09487）以及超过公务标准的 1 辆小轿车（车辆牌号为：湘 AN0923）均因

总体状况较差，目前处于闲置停用状态，待报废处置。 

（5）重大期后事项 

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3 日，长沙水泵厂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泵铸

造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院的判决书或仲裁委的裁决书与江苏华东风能科技有限

公司、长沙南托造型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市博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长沙迪宇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浏阳市联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浏阳市智博铸造材料厂等 13

家单位签署付款协议，约定湖南湘电长泵铸造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一

次性支付货款、利息及诉讼受理费用等共计 12,361,375.17 元，湖南湘电长泵铸

造有限公司已于 6 月 28 日完成付款。截止至报告日，该 13 家单位已申请相关法

院解除对湖南湘电长泵铸造有限公司的冻结措施。评估时按实际付款金额确认评

估值。 

（6）本次资产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中，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瑕

疵情形 

①根据国办发（2016）45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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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湘政办发

（2018）5 号《关于加快推进省属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工作的通知》及

长企改（2018）15 号《驻长央企、省企“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有关问题处

理意见》等文件的精神，长沙水泵厂职工生活区的相关资产在移交中，并已全额

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未在本次评估范围内。 

②长沙水泵厂拟处置黑石铺土地及地上的房屋建筑物，按该土地使用权评估

的市场价值测算，转让时预计应交土地增值税 845.45 万元，本次评估值未予以

扣除转让应交的土地增值税。 

（7）报告中的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

的原则确定的市场价值，未考虑该等资产进行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中应承担

的相关费用和税项，除目前已明确待处置的资产外，未对持续使用资产评估增值

额作任何纳税调整准备。 

 

四、定价依据及交易安排 

1、股权转让方案：公司通过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控股子公司长沙水泵厂 70.66%的股权。长沙水泵厂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258.68 万元，公司持有的长沙水泵厂 70.66%股权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1 元（由于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负数）， 最终交易价格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 

2、担保及往来款项、借款处理：公司为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及公司（含子公司）与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的往来款项、借款，受让方应

采取保障公司权益的有效措施，以确保公司权益不受损失。 

（1）公司为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截止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为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共计 70,000.00 万元，实

际使用额度 59,739.39 万元。股权受让方应负责解决上述借款担保，并在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前解除上述担保，公司将不再为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提供任何担

保。 

（2）公司（含子公司）与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的往来款项、借款情况：

截止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含子公司）应收长沙水泵厂（含子公司）的往

来款项资金共 318,750,158.64 元，借款 160,564,417.00 元。股权受让方应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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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本公司款项提出解决方案，保证长沙水泵厂在三年内清偿上述款项，并提供

相应担保，在还款期间长沙水泵厂应向公司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

占用费。 

3、过渡期损益处理：资产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为过渡期，期

间长沙水泵厂经营产生的损益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 

4、受让方需维持标的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稳定。 

5、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具体办理上述股权挂牌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挂牌价格、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等。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由于长沙水泵厂近三年来连续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大幅增加，严重影响

公司经营业绩。转让公司所持长沙水泵厂股权，有利于减少长沙水泵厂对公司的

不利影响，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尽快实

现改革脱困。同时有利于长沙水泵厂引入新的体制机制，激发经营活力。 

2、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以最终摘牌价格为准，将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产

生影响，具体影响以审计结果为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化，长沙水泵厂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后续付诸实施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决议 

（二）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第 590016 号）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