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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76         股票简称： 交运股份          编号：临2021-040 

 

关于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相关债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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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拟通过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债权。

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债权首次挂牌价格以不低于经备案的100%股

权评估值和应归属转让方相关收益小计179,851,399.65元，以及转让方对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的债权16,000,000元，合计195,851,399.65元。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交易对方尚不明确，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且挂牌交易能否成功出让尚不确定。因

此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交运股份”）全资子

公司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日红”或“转让方”）

持有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运公司”）100%股权。

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现代物流核心主业，优化调整资本结构布局，有效规避

运营安全风险，交运日红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

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所持化运公司100%股权和债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信资

评报字（2021）第050010号《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

100%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化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77,991,017.92元。截止到2021年8月31日，化运

公司尚有对交运日红历年欠款1,600万元。化运公司100%股权和债权首次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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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以不低于化运公司经备案的100%股权评估值和应归属转让方相关收益小

计179,851,399.65元，以及转让方对化运公司的债权16,000,000元，合计

195,851,399.65元。 

公司于2021年9月1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上海市化工物品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100%股权和相关债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交易对方尚不明确，暂不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且挂牌交易能否成功出让尚

不确定。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运日红转让所持化运公司100%股权和相关债权采取公开挂牌转

让方式，交易对方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该交易的进程，及时披露相关后续进

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交运日红持有的化运公司100%股权以及交运日红对

化运公司的相关债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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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交易标的提供担保、委托化运公司理财的情况。 

（一）基本概况 

1、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13313351XX 

法定代表人：陈忆华 

注册资本：551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959号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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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

专用运输（罐式容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具体项目详见许可证）】，货物

运输代理，车辆清洗，销售、租赁、维修集装箱，货物仓储（除危险化学品），

装卸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销售汽车配件，

润滑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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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目前化运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表1  化运公司股权结构表 

序号 出资人名称 认缴资本金额

（万元） 

 实缴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1 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510 5,510 100% 

 合计 5,510 5,510 100% 

2、债权情况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化运公司尚有对交运日红历年欠款

3,590.42万元；截止2021年8月31日，化运公司尚有对交运日红历年欠款

1,600万元。根据交运日红与化运公司签订的《资金占用协议》，自2021

年1月1日起，化运公司对上述欠款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率按年利

率3.85%计算）。 

（二）审计、评估及备案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21）第2773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31

日，化运公司合并报表账面总资产100,315,826.27元，归母所有者权益

49,497,393.51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80,483,263.60元，归母净利润

922,911.62元。化运公司2018～2020年合并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表2  化运公司2018～2020年主要财务指标（合并）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营业收入 91,567,699.06 95,083,042.8 80,483,263.60 

2 营业利润 435,972.06 210,232.63 978,675.88 

3 利润总额 460,116.29 156,606.73 1236,885.36 

4 净利润 376,089.54 3,247.08 922,9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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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归母净利润 376,089.54 3,247.08 922,911.62 

6 期末总资产 127,748,118.10 123,941,884.05 100,315,826.27 

7 期末总负债 79,175,094.98 75,346,109.01 50,818,432.76 

8 期末净资产 48,573,023.12 48,595,775.04 49,497,393.51 

9 期末归母净资产 48,573,023.12 48,595,775.04 49,497,393.51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信资评报字（2021）第050010号《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拟公开

挂牌转让100%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化运公司总资产评估值为

228,809,450.68元，负债评估值为50,818,432.76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值为177,991,017.92元，评估增值128,493,624.41元，增值率259.60%。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3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一、流动资产合计 71724230.83 71873661.90 149431.07 0.21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28591595.44 156935788.78 128344193.34 448.89 

长期股权投资 1595096.70 1595096.70 0 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6562140.15 39341790.00 12779649.85 48.11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115493900.00 11549390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115493900.00 1154939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三、资产总计 100315826.27 228809450.68 128493624.41 128.09 

四、流动负债合计 50818432.76 50818432.76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六、负债总计 50818432.76 50818432.76   

七、净资产 49497393.51 177991017.92 128493624.41 259.60 

按照合并净资产口径，本次评估增值约12,849.36万元，增值主要因

素为：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1,277.96万元,增值率48.11%,其中房屋建筑物评



   

 
5 

估增值996.20万元,增值率219.41%,增值原因为房屋建筑物近年来建安造

价上升以及评估经济使用年限与企业会计折旧年限差异,导致评估增值。

设备类账面净值2,202.17万元,评估值2,483.94万元,增值281.77万元,增

值原因为评估经济使用年限与企业会计折旧年限差异以及车辆牌照评估

增值所致。 

2、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11,549.39万元，增值原因为企业土

地使用权无账面值且近年来土地价格持续上升，导致评估增值，具体评估

方法及结果详见评估报告。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的相关要求，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

履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备沪久事集团202100022）。 

（三）职工安置情况 

化运公司100%股权和相关债权的受让方（以下简称“受让方”）须同

意化运公司依据经化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上海市化工物品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的要求，妥善安置职工。若达到职工安置

方案实施条件，预计安置费用约3,800万元，由转让方承担（最终费用以

职工安置方案的实施结果为准）。 

（四）权属情况说明 

1、房屋权属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交运（集团）公司文件《关于将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公

司部分资产负债划转给上海市沪西汽车运输公司的通知》（沪运资（2006）

231号）、《关于同意划转部分辅业资产、负债的批复》（沪运资（2007）

192号）和上海交运资产管理公司《关于将辅业板块的资产划转至上海交

运资产管理公司本部的请示》（沪运管办（2007）第24号），化运公司原

持有的3项房产（宝源路277号和281号、宝源路279号、古猗园路125弄48

号103室），其权属均已划转至上海交运资产管理公司（现更名为上海交

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宝源路279号为权属存在争议房产且处

于诉讼阶段，另两项房产证载权利人尚未变更，仍为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



   

 
6 

运输公司（现更名为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化工物

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房产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4已划转房产汇总表 

权证号 房地坐落 
房屋室号 

或部位 

建筑面

积(m2） 
类型 证载权利人 

沪房地闸字2003第

006794号 
宝源路277、281号 一层 775.03 店铺 

上海市化工物品

汽车运输公司 

为权属存在争议房

产且处于诉讼阶段 
宝源路279号   997.95     

沪房地嘉字2009第

035451号 

南翔镇古漪园路

125弄48号103室 
48号103室 81.23 公寓 

上海市化工物品

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 

经化运公司核实确认，评估基准日化运公司不持有上述房产产权，故

不纳入评估范围。 

目前实际权利人已启动宝源路277、281号和南翔镇古漪园路125弄48

号103室两处房产的证载权利人变更工作；对处于诉讼阶段的宝源路279号

房产，实际权利人正以司法手段积极维权。受让方需承诺无条件配合实际

权利人办理与上述房地产相关的权证变更、维权等各项工作。 

2、土地房屋租赁情况 

截止8月31日，交运日红及关联企业与化运公司互相占用、借用场地

及房屋有6处，双方所涉租赁合同到期后，将根据需要再行约定签署。 

3、评估基准日后应归属转让方的收益情况 

经确认，评估基准日后应归属于转让方的收益合计1,860,381.73元，

将在化运公司100%股权评估价格的基础上，计入化运公司股权转让挂牌价

格。 

公司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将化运公司股权和债权公开挂牌时对各类应披露事项予以披露。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本次转让交运日红持有的化运公司100%的股权及债权采取公开挂牌转

让方式，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支付方式、交易完成时间等内容尚不确定，尚

待履行公开挂牌交易程序产生标的股权受让方后方可签署交易协议，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程，及时披露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7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董事会授权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本次股权、债权转让相关事宜。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1、提升主业竞争优势的需要 

化运公司虽属于公司主业范围，但市场竞争优势较弱，与其他业态协同效

应不大，运输业务盈利情况不佳。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可以将获得的资金用于

交运日红有竞争力的主业业务的发展。 

2、有效规避安全风险的需要 

道路运输的特性加上危险品自带的危险属性，使得化运公司存在着较大的

安全风险。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实现从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行业的退出，可以

有效规避安全风险。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和债权转让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调整资本结构布局，有效规

避运营安全风险，集中优势聚焦核心产业，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物流主业，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出售股权及债权所得资金，进一步改善了公司

财务结构，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实际需要，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转让成功后，化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本年度或未来会计年度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实际交

易价格及交易完成时间来确定，最终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转

让，本次交易存在交易成功与否的风险，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支付方式、

交易完成时间等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附件 

      1、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2、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100%股权所涉及的上

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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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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