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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3     证券简称：成都燃气     公告编号：2020-034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成都凯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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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燃气”或“公

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黄文忠、王惠林、李文华所持有的成都

凯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能公司”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或“本次收购”），并于近期完成签订相

应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对价为人民币 28,000 万元，公

司拟用自有资金支付。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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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成都燃气以人民币 28,000 万元现金收购自然人黄文忠、王惠林、

李文华合计持有的凯能公司 100%股权（“目标股权”），本次收购完成

后，凯能公司将成为成都燃气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以

资产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收益法对标的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的价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截至评估基

准日（2020年5月31日），凯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9,200

万元。 

凯能公司是位于成都市温江区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温江区位于

成都市西面，是成都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距市中心 22 公里、

双流国际机场 15 公里，全区幅员面积 277 平方公里，辖 3 个镇、6

个街道办事处，2019 年末户籍人口 51 万、常住人口 54.46 万人，GDP

为 596 亿元。凯能公司已签订《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合同》，特许

经营期限 30 年，特许经营权业务范围为：以管道输送方式向用户供

应天然气，并提供相关管道燃气设施的安全维护、运行、抢修抢险和

用户管道燃气设施的维修、收费、服务与管理；特许经营区域包括：

温江区成温邛高速以北永宁、万春、和盛、寿安、公平镇域和街道辖

区以及成温邛高速以南约 2 平方公里区域，合计约 180 平方公里，约

占温江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二）审批程序 

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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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凯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

司 100%股权项目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及其履约能力进行了

必要的尽职调查。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黄文忠 

姓名：黄文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5101021953********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99 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人代表、

执行董事。 

2、王惠林 

姓名：王惠林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510102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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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中路 1 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总经理。 

3、李文华 

姓名：李文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5101231966******** 

住所：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大南街 118 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对方与成都燃气及成都燃气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成都燃气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二） 除上述交易对方外，未涉及与本次交易有直接关系的其

他当事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凯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文忠 

设立日期：2000 年 9 月 1 日 

注册资本：20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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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7234375992 

住所：成都市温江区公平镇太极村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供应；天然气管道的制作与安装以及与其配

套的站场工程、销售维修燃气用具、厨房设备；采购公司材料零部件。 

本次收购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黄文忠 1,867.30 1,867.30 93.04% 

王惠林 93.64 93.64 4.67% 

李文华 46.06 46.06 2.29% 

合计 2,007.00 2,007.00 100.00% 

2、黄文忠、王惠林和李文华对目标股权均拥有完全处置权，目

标股权权属清晰、合法有效，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担保物权的限制，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转让的情形。 

3、最近 12 个月内，除因本次收购进行的评估事项外，标的公司

不存在其他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二）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5 月 31 日 

总资产 118,150,547.86 122,082,661.71 

总负债 30,413,262.11 89,716,525.88 

净资产 81,020,666.33 32,366,135.83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108,868,042.97 37,121,871.74 

净利润 23,249,662.89 4,029,622.99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四川中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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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振〔2020〕审字第 048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三）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凯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成都燃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成都凯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所

涉及的成都凯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东洲评报字【2020】第 0921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7,928.90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 29,200.00 万元。资产基础法的评估

结果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并不

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整个公司的价值贡献，也不能完全衡

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企业整

体效应价值。公司整体收益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

作用的结果。收益法评估结果的价值内涵包括企业不可辨认的所有无

形资产,所以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高。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收益法

评估的途径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故以收益法的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9,200.00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交易主体 

出让方：黄文忠、王惠林、李文华 

受让方：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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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让价款 

以《评估报告》《审计报告》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出让方

向受让方转让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8,000 万元。受让方向

各出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让方姓名 应收转让价款（万元） 

1 黄文忠 26,051.20 

2 王惠林 1,307.60 

3 李文华 641.20 

合计 28,000.00 

（三）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价款分期支付，受让方应于各期价款支付先决条件满足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出让方足额支付。 

（四）或有负债、事项 

1、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和交割日经审计后的账载债务（指经

审计后会计账册载明的负债），由交割后的标的公司承接，未列明的

其他负债由出让方承担。 

2、交割日后，标的公司存在因交割日前的事由引发的负债（如

行政处罚、诉讼等）由出让方承担。 

（五）股权转让的交割 

1、出让方、受让方双方应相互配合，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向工商机关报送相关文件，办理目标股权的变更登记。工商

机关将受让方有效登记为目标股权的合法所有人后由标的公司领取

新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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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方于交割日取代出让方享有和承担目标股权对应的股东

权利和义务。 

（六）终止与违约 

各方同意，本协议除不可抗力的规定可提前终止以外，受让方另

有权根据下列出让方的任一违约情形提前终止本协议，并要求出让方

赔偿损失： 

1、本协议附件《出让方声明及保证》中燃气经营业务所需的执

照、许可、资质、授权、指定条款不真实或不准确及在交割日前无法

持续有效；其余内容出现不真实或不准确并给受让方、标的公司造成

股权转让价款 5%以上的损失。 

2、标的公司因股权交割日之前的违法、违规行为而被政府机关

进行任何形式的司法（行政）调查、或追究，出让方未在 30 个工作

日内消除不良影响，并且受让方合理地认为上述事件对标的公司净资

产值、或对标的公司的营运或发展前景等方面造成（或可能造成）严

重不利影响。 

3、在股权交割日前，标的公司因任何原因按照原营运方式开展

业务已变得不合法，或标的公司具有及享有的经营资质、营业执照被

撤销且出让方在 30 个工作日内无法恢复的，且受让方合理地认为上

述情形将严重影响标的公司的营运或发展前景。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 

公司参与凯能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是实现公司“构建大成燃”战

略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成功打开温江燃气市场，将成为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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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都范围内市场拓展的坚实一步，并对公司后续的投资并购产生示

范效应。同时，凯能公司管理水平较高，经营效益较好，该区域将成

为成都燃气未来稳定的收入增长点，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凯能公司经营区域与成都燃气及其下属参控股公司经营区域接

壤，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实现成都燃气及下属参控股公司和凯能公司

管线互联互通，气源互为补充，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公司在大成都

范围内的市场拓展和市场整合，对于公司提高行业竞争力和影响力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公司目前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裕，本次交

易对公司当前财务和经营状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收购完成后将增厚

每股收益，有助于提升股东权益价值。凯能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10,886.80 万元和 2,324.97 万元，本次收购能

够实现公司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盈利

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收购完成后，凯能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目前，不存在公司对凯能公司提供担保、委托

理财，以及凯能公司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交割、工商变更等程序，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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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燃气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 

3、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四川中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5、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