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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编号：临 2020-042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公司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 

剩余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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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舟股份”或“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古

河”）的少数股东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古河”）受让其持

有的鑫古河剩余 40%股权。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中审亚太审字

（2020）020507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鑫古河经审计后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366,223,818.66 元，其 4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46,489,527.46 元。根据公司与日本古河 2010 年 11 月签订的《合资合同》约

定的计算方法，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127,798,000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出让方为鑫古河的少数股东日本古河，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要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上

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在过

去 12 个月内与日本古河之间除已披露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

其他关联交易。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完成后，鑫古河由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公

司全资的内资企业，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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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业”）在业务和技术上进一步产生互补和协同，其协同效应的发挥程度存在不

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贯彻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理念，提高对目标公

司的经营决策效率，进一步优化控股子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推动其后续

发展规划及与公司的协同发展效应，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鑫古河

金属（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古河”）的少数股东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

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古河”）受让其持有的鑫古河剩余 40%股权。 

本次受让标的为鑫古河 40%的股权，业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中审亚太审字（2020）020507 号审计报告。鑫古河经审计

后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366,223,818.66 元，其 4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值为

人民币 146,489,527.46 元。根据公司与日本古河 2010 年 11 月签订的《合资合

同》约定的计算方法，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127,798,000

元。 

本次交易出让方为鑫古河的少数股东日本古河，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

要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与日本古河之间

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法定住所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2丁目 2番 3号 

法定代表人 小林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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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以下各制品的制造以及销售 

①金属的精錬、合金、加工与化学工业； 

②电线、电缆、橡胶·合成树脂制品以及电器机械器具和产业机械； 

③光纤以及光纤电缆； 

④送配电用机器、情报通信用机器以及情报处理用机器； 

⑤医疗用具、医疗用机械用具、测定机器等精密机械器具； 

⑥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用结晶材料及其他电子工业材料； 

⑦上记各制品的复合品及部品、附属品及原材料。 

●前项中的制品所构成的体系和其设备·装置的设计·制作·施工

及销售； 

●电气、电气通信、建筑、土木以及其他各种工事的设计、监理及

承包； 

●软件的开发、销售以及情报处理·情报提供服务； 

●前各项相关技术以及其他情报的销售和提供； 

●不动产的买卖、租赁以及其管理； 

●对与上述各项相关事业或是经营上认为有必要的事业进行投资； 

●前项中的投资公司的制品及其原材料和部品的买卖； 

●上述各项附带的一切业务。 

（二）关联关系 

日本古河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鑫古河40%的股份，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认定日本古河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鑫古河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区长江南路 25号 

法定代表人 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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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625000万日元 

成立日期 2001年 12月 31日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铜合金复合材料、新型铜合金材料、铜合金复合材

料及其他有色合金材料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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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权属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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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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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标的资产运营情况 

2010 年 10 月公司与日本古河就受让其持有的鑫古河 60%股权及合资合作事

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合同》和《合资合同》（详见公司《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暨受让资产的公告》临 2010-027）。交易完成后，鑫古河从日本古河

独资的子公司变更为双方合资经营的合资公司。 

鑫古河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铜合金复合材料、新型铜合金材料、铜合金复合

材料及其他有色合金材料制品的开发生产。自 2011 年-2020 年 3 月累计实现净

利润 223,680,286.86，生产经营正产，盈利能力稳定。 

（四）鑫古河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397,869,482.29 381,287,992.38 

负债总额 40,399,479.17 15,064,173.72 

净资产 357,470,003.12 366,223,818.66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20,715,764.46 118,074,130.04 

营业利润 48,455,594.52 11,973,640.10 

净利润 36,051,096.19 8,753,815.54 

注：上述数据业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

字[2020]020507号审计报告。 

    （五）鑫古河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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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转让前 

 

2、本次转让后 

 

 

 

 

 

（六）公司为鑫古河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日前，公司未向鑫古河提供担保。 

 

四、交易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一）定价依据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中审亚太审字

（2020）020507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鑫古河经审计后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366,223,818.66 元，其 4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46,489,527.46 元。根据公司与日本古河 2010 年 11 月签订的《合资合同》约

定的计算方法，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127,798,000 元。 

（二）资金来源 

本次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系日本古河从自身发展考虑，根据公司与日本古河签订之《合

资合同》等相关规定，行使其卖出选择权，公司根据未来整体发展规划同意受让

其持有的鑫古河剩余 40%股权。 

（一）本股权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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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日本古河签订之《合资合同》约定的计算方法（根据公司与日本

古河签订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合同》规定之价款人民币 1,680万元除以公司

在合资公司的出资比例，加上增资款等值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公司投入增

资款人民币 6,000 万元），加上完成转让其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之日起，至本次

股权转让实施之日止的合资公司净利润的累计额，但是鑫古河将在 2010 年 12

月 31日前实施回溯至同年 3月 31日的资产减值，该资产减值计提的损失额于上

述股权转让完成时计提。该资产减值导致股权转让完成之后合资公司计提的折旧

费用的减少，该等减少的金额经调整所得税影响（如有）后应从上述合资公司的

净利润的累计额中扣除）等相关规定测算（详见下表），转让方及受让方同意，

本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7,798,000 元。 

序号 项 目 金 额（元） 

1 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合同价款计算金额（1680 万除以 60%） 28,000,000.00 

2 加：合资合同增资额 100,000,000.00 

3 加：合资公司 2011-2020年 3月实现净利润 223,680,286.86 

4 
减：2010年 3月 31 日计提资产减值导致合资公司折旧费用减少

额 
32,225,000.00 

5 合计：合资公司全部股权价格 319,455,286.86  

6 按古河 40%出资比例计算交易对价 127,782,114.74  

（二）本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转让方及受让方应共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以下称“监管银行”)申请开立银行监管账户(以下称“监管账户”)，双方

应努力最迟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第 15 个工作日完成包括签订监管协议(以下称

“监管协议”)在内的开立监管账户相关的事项。 

受让方应在监管账户开立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本股权转让价款全额

以人民币汇入监管账户。 

（三）违约责任 

转让方或受让方的任意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未违约的对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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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有权在仅限于交割日前，在该违约不可能改正的情况下立即，或该违约可以

改正的情况下，向该违约方发出书面改正请求后 14 日内仍未改正该违约的情况

下，向其他合同当事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合同。 

不论本合同是否解除，未违约的对方当事方有权就该违约所导致的合理损害、

损失或费用(包括合理金额的律师费用及其他相关诉讼费用，但间接损失等除外)，

享有赔偿请求权。 

如果受让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将本股权转让价款全额汇入监管账户而构成

违约的，受让方就该未支付金额，按照每超过该期限 1日万分之 5的比例，向转

让方支付违约金。 

如果受让方因未在本合同规定的日期全额支付本股权转让价款而构成违约

的，受让方就该未支付金额，按照每超过该支付期限 1日万分之 5的比例，向转

让方支付违约金。非因受让方及受让方指定的监管银行的原因而造成未付款的，

则无需支付违约金。 

 

六、本次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回归铜加工主业及持续深耕高精密度铜带领域的重要举措

之一。本次交易后，鑫古河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从而和公司控股子公司鑫科

铜业在业务和技术上进一步产生互补和协同效应。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和

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鑫古河由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公司全资的内资

企业，与公司控股子公司鑫科铜业在业务和技术上进一步产生互补和协同，其协

同效应的发挥程度存在不确定性。 

 

七、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八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

层办理相关事宜。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提交公司八届四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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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受让重要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

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其持有的鑫古河 40%的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

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受让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

剩余 40%股权，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函。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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