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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累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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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中
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学集团”
）转让所
持子公司华旭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旭租赁”）
97.94%的股权，交易总价格为 74,326.59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关联
方中国化学集团的累计关联交易情况后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化学集团之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不含本次）为 216,938.51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6.17%。
 本次关联交易（含累计关联交易金额）尚须获得股东大会
的批准。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转
让所涉关联交易事项暨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中国化学集团转让所持子公司华旭租赁 97.94%的股权。转让完
成后，华旭租赁将成为中国化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股权转
让价格将依据不低于华旭租赁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为原则
确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但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关联方
中国化学集团的累计关联交易情况后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化学集团之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不含本次）为 216,938.51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17%。本次关联交易（含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还将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戴和根
注册资本：7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承包国内建筑工程；化工建筑、化工工程、石油
化工工程、线路、管道、设备的勘察、设计、施工和安装；承包
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小轿车销售。（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股东情况和关联关系
中国化学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55.61%的股份。
3.最近一年和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化学集团总资产 1302.45 亿
元，
净资产为 250.65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99.57 亿元，
实现净利润 30.99 亿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化学集团总资产为 1410.56 亿
元，净资产为 264.83 亿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13.23
亿元，实现净利润 29.22 亿元。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向关联人出售资产。

（二）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华旭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甲 1 号、
3 号 2 幢 3 层 301-8
室
法定代表人：卢涛
注册资本：75,045 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外购买租赁财产；
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有关的租赁物购买；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
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接受租赁保证金；转让与受让融
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两项不含法律、
法规规定需要审批的项目)、代理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区县商
务委备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股东情况和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华旭租赁 97.94%的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化
学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华旭租赁 2.06%的股份，公司为华旭租
赁的控股股东。

（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华旭租赁总资产 3961.93 万元，
净资产为 3960.7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实现净利
润-253.9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华旭租赁总资产为 73969.55 万元，
净资产为 73967.57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02 万
元，实现净利润 6.85 万元。
（五）资产评估情况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华旭租赁的
股东全部权益出具了中资评报字(2020)392 号评估报告，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具体评
估结论如下：评估前账面总资产为 73,969.55 万元，总负债为
1.98 万元，净资产为 73,967.57 万元，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为
75,891.90 万元，总负债为 1.98 万元，净资产为 75,889.92 万
元，增值额为 1,922.35 万元，增值率为 2.60%。公司持有华旭
租赁 97.94%的股权，根据资产评估结果所对应的净资产金额为
74,326.59 万元。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持有华旭租赁 97.94%的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至中国化学集团。根据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本次交
易价格为 74,326.59 万元。交易完成后，华旭租赁将成为中国化
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五、 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实际累计金额

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4254.8

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

2610.84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国化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90309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137.74

中化建工程集团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36544

成都国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450

小计

136306.38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67.08

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468

中化工程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16

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

1332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化建工程集团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38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13
3266.64

成都国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67

北京华旭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4.61

小计

5432.13

总计

141738.51

（二）非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实际累计金额

中化建工程集团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20000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
中化学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200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实际累计金额

国化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融资交易

21700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4500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
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9000

合计

/

75200

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关联方
中国化学集团的累计关联交易情况后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化学集团之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不含本次）为 216,938.51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17%。上述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还将同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一同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中国化学集团的股权转让交易根据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符合公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
发展需要。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公允价值为交易价格，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七、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关联交易事项暨
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戴和根、刘家强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同意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
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交易定价合理、公
允，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转
让所涉关联交易事项。
2、本次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议案
回避表决，该次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
关联交易事项暨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并将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时报告公司
监事会。此项交易还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
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