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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重机国拨资金 

转增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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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采

取非公开协议增资方式， 将国拨资金 13,107 万元转增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重机”）注册资本金及资本公积。 

 目前，东方电气集团为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

或“本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重机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

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仍需提交东方重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6月 19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东方重机国拨资金转增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作

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东方重机目前注册资本金为 11.51亿元，其评估基准

日净资产为 17.03亿元，对应评估值为 21.97 亿元。东方电气集团此次以国拨资

金 13,107 万元增资，其中 6,862.3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金，其余计入资本公积（以

最终账务处理为准），增资完成后各股东预计占比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8.17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5.48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13.34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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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工化投资有限公司 3.25 

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95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18 

本次交易后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东方重机的股份占其总股份比例约为

61.08%，东方重机仍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为：（1）东方重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拨资金转增事项；

（2）东方重机各股东届时签署的《增资协议书》正式生效； 

由于东方电气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重机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之规定，东方电气集团是本公司

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及其所属公司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

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但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详情请参阅本公告第六部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东方电气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727,919,826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55.40%，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截至目前，东方重机是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规定，东方电气

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东方电气集团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    称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1984年11月6日 

注册资本 4791675000元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 邹磊 

经营范围 经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开展有关投资业务；对所投资公司和直属企业资产的经营管理；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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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屋和土

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其他建筑业；道路运输业；城市

公共交通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批发业；其他金融活动；

房地产业；房屋出租；教育；多晶硅；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

商务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交流和

推广服务业；环境管理业；国内外工程总承包；国际贸易。（以

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

的合法项目）。 

2.股权结构 

 

                    100% 

 

 

3.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91,882,835,707.81元，负债总额58,717,123,505.31元、营业总收入

34,050,047,634.60元，净利润1,575,687,847.01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东方重机基本情况 

名称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2003-09-02 

注册资本 115109.565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连溪大道 313号 

法人代表 唐勇 

经营范围 原子能动力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制造;金属压力容

器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

工;金属密封件制造;模具制造;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

造;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通

用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房屋租赁;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过驳）、

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

加工处理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

修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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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方重机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2019 年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

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05,306,960.74 3,184,892,033.42 

净资产 1,701,341,793.35 1,701,058,300.59 

指标 2020年 1-3 月 2019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35,600,735.62 1,110,518,206.62 

净利润 283,492.76 1,065,410.00 

（三）对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机构为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该机构具备从事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 

2.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月 30 日 

交易标的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

估，出具了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

字【2019】第 VHGPZ0708号） 

3.评估方法 

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然后

加以比较分析；考虑评估方法与评估对象、评估目的之间的适用性，选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4.评估结论 

经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得出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人民币叁拾伍亿壹仟陆佰陆拾肆万零壹佰元（RMB 

351,664.01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肆拾亿零陆佰叁拾柒万玖仟捌佰元（RMB 

400,637.98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肆亿捌仟玖佰柒拾叁万玖仟柒佰元（RMB 

48,973.97 万元），增值率 13.93%； 

负债总计：账面值为人民币壹拾捌亿壹仟叁佰捌拾肆万捌仟伍佰元(RMB 



 5 

181,384.85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壹拾捌亿零捌佰玖拾陆万叁仟捌佰元(RMB 

180,896.38 万元)，评估减值人民币肆佰捌拾捌万肆仟柒佰元(RMB 488.47 万

元)，减值率 0.27%； 

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壹拾柒亿零贰佰柒拾玖万壹仟陆佰

元(RMB 170,279.16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贰拾壹亿玖仟柒佰肆拾壹万陆仟元

(RMB 219,741.60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肆亿玖仟肆佰陆拾贰万肆仟肆佰元(RMB 

49,462.44 万元)，增值率 29.05%。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1.此次东方电气集团增资所涉及资金来源于中央拨付的资本性预算资金，按

照《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资本规

〔2019〕92 号）规定“中央企业收到的资本性预算资金属于国家资本金，企业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账务处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等工作，及时落实国有资本

权益”。东方重机收到的国拨资金 13,107 万元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前已全部到

账，并用于东方重机专项项目支出，目前为东方重机长期挂账的专项应付款和长

期借款（定期支付利息），通过转增可解决该笔资金长期挂账的历史遗留问题，

更好地反映经济业务变化，确保国有资本权益有效落实。 

2. 本次国拨资金转增东方重机注册资本金及资本公积后，东方重机资产负

债率将从 46.59%降低至 42.47%，符合国家关于“降低企业杠杆率”的要求；同

时，东方重机的资产结构也将得到优化，财务风险降低，企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

强。 

 

五、本次交易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

已回避表决。  

公司事前就本次交易方案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

资料，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资产交易有利于确保国有资本权益有效落实，改善东方重机资产负债结

构，支撑企业后续发展。此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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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

议程序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 

 

六、历史关联交易及披露情况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东树新材增资扩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相关增资扩

股事项已按合同条款如期履约，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东方氢能购买集

团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5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相关资产交易合同已经签订，目前正按照合同执行付款及资产转让事宜。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东方重机资产评估报告书 

（四）东方重机 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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