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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2021-008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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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太原重工轨道交

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交通”）拟向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钢不锈”）转让 20%的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54,843.68 万元。 

本次资产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6月 30日。 

太钢不锈已于 2020年 12月 27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太钢集团 51%股权无

偿划转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2020-069）。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条规定，过去 12个月内，曾经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太钢不锈视同本公司的关联人。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与太钢

不锈及其他关联人之间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鉴于太钢不锈拥有完整的钢铁生产技术装备及配套设施，在火车轮轴钢市场

占有率居于国内领先，为提高轨道交通轮、轴、轮对等产品的竞争力，提升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实现优势资源的整合重组和协同发展。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协

议转让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转让所持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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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20%的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54,843.68 万元，受让方为太钢不锈。本次股

权转让后，本公司仍持有轨道交通 80%的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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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系公司为使轮轴产品新、旧两个区域的生产设施实现集约管理和资

源共享，于 2013年 4月 12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设立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投资 100,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其中：货币出资 66,315.34万元，其他非

货币资产 33,686.46 万元。2015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向轨道交通注入募集资金 40,000 万

元。2018年 12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

于向全资子公司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土地

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设备的评估值作为出资，向轨道交通增资 80,195.04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轨道交通注册资本为 220,195.04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

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太钢不

锈及其他关联人之间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本次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

易金额已达到 3,000 万元，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5 条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太钢不锈已于 2020年 12月 27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太钢集团 51%股权无

偿划转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2020-069）。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条规定，过去 12个月内，曾经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太钢不锈视同本公司的关联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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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69,624.78万元 

注册地址：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 号 

成立时间：1998 年 6月 11日 

经营范围：不锈钢及其它钢材、钢坯、钢锭、黑色金属、铁合金、金属制品

的生产、销售；进出口：钢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国内贸易和进出口；批发零售

建材（不含林区木材）、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技术咨询服务；冶

金技术开发、转让；冶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推广；铁矿及伴生矿的加工、

输送、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生铁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化肥（硫酸铵）

生产、销售；生产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称重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工程；

工业电视设计安装、计量、检测；代理通信业务收费服务（根据双方协议）；建

设工程：为公司承揽连接至公用通信网的用户通信管道、用户通信线路、综合布

线及其配套的设备工程建设业务，工程设计、施工；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电力业务：发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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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钢不锈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 7,041,938.86 4,825,047.46 

净利润 211,886.04 107,038.57 

资产总计 6,954,821.27 6,959,182.93 

净资产 3,194,447.23 3,221,687.53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向关联人出售资产。交易标的为轨道交通 20%的

股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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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195.04万元 

注册地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 17号 

成立时间：2013 年 6月 20日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轮、轴、轮对、轮对总成、齿轮箱、转向架、制动盘及

其配件、部件，工矿车辆及工业用行车轮、滑轮、齿轮坯、车轮组及其配件、部

件，特殊工序工艺流程的制造、研发、销售、检测、技术服务；列车通讯系统、

车站通讯系统、收费系统及月台门系统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锻件及材料的

制造、研发、销售；进出口贸易；本企业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工程施工；房屋租赁。（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轨道交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82,847.70 165,784.01   

利润总额 23,169.77 18,825.37 

净利润 20,339.74 16,170.64 

资产总计 567,136.24 546,947.39 

负债总计 334,396.19 317,829.83 

净资产 232,951.73 229,290,35 

（三）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对此次拟转让资产拥有清晰完整的权属，拟转让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及轨道交通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以 2020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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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两种方法对轨道交通进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分析比较，并最后确定评估

结论：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519,153.29 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291,412.01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227,741.28万元；总资产评估值为 557,005.41 万元，增值额为 37,852.11 万元，

增值率为 7.29%；总负债评估值为 282,787.03 万元，增值额为-8,624.98 万元，

增值率为-2.96%；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74,218.38 万元，增值额为 46,477.09

万元，增值率为 20.41%。 

收益法评估结果：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73,043.83万元，评估增值 45,302.55万元，增值率 19.89%。 

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

为最终评估结论，在不考虑少数股权可能发生的折价的情况下，在评估基准日太

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的 20%股权价值为 54,843.68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高建兵 

注册地址：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 号 

乙方：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 号 

（一）转让方式  

按照有关规定，本次资产转让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二）转让价格  

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以2020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20]第11048

号《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20%

股权转让给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所涉及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

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54,843.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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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股权交割 

    甲方付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协助轨道交通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工商管理部门换发变更后的营业执

照之日为股权交割日。 

（四）支付方式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全部付清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五）过渡期损益 

   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的期间损益归乙方所有，股权转让价格不

做调整。 

（六）分红 

乙方确保标的公司分红依法并按年度进行，当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一年期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时，分红比例不低

于当期实现净利润的 30%；当净资产收益率低于一年期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当期盈利为正时，分红比例不低于当期实现净利

润的 50%；如标的公司需发生大额资本支出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升级等事项，分

红比例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股权合作，有助于公司与上游供应方打造“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

全链条服务”的全产业链体系，加强合作双方在材料研究和利用方面的深度合作，

促进公司在高速车轮和车轴产品研发及市场开拓方面取得突破，提高轮轴产品竞

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通过双方的合作、交流，学习合作方优秀的管理机制和

方法，不断提升轨道交通的管理水平，进而提高效益，保证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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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认为该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拟向太钢不锈非公开协议转让轨道交通 20%的股权，有助于交易

双方优势互补，共同打造“炼钢-轮轴制造-供应、服务用户”的全产业链体系，

释放协同效应；也有利于公司在高速车轮和车轴产品研发及市场开拓方面取得突

破，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同意，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遵循了关联方回避原则并履行了回避表决义

务。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的契约自由原

则，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鉴于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