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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对象：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雪松”） 

 增资金额及方式：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与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升集团”）分别以自有或

国有资本金 2,000 万元、1,000 万元共同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

雪松进行增资，其中 1,066.24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933.76 万

元转为资本公积金。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19,624.82 万元变

更为 20,691.06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之后，公司对株洲雪松持股比例由 81.49%变更为

80.73%，华升集团对株洲雪松持股比例由 18.51%变更为 19.27%。 

 华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0.31%的股份，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未发



生其他关联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不超

过 5%，所以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雪松增

资的议案》。公司拟与华升集团共同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雪松进行

增资，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进行增资，华升集团以湖南工

业 4.0 创新中心项目获得的资本金 1,000 万元进行增资，其中

1,066.24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933.76万元转为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完成之后，公司对株洲雪松的持股比例由 81.49%变更

为 80.73%，仍为株洲雪松的控股股东。 

该事项已经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完成

对株洲雪松全部所有者权益的评估（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122号）。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升集团（持有公司 40.31%

的股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企业名称：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420号 

法定代表人：蒋贤明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企业兼并、

收购（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

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麻纺植物加工；经销日用百货、

日用杂品、工艺美术品、苎麻原料；纺织品、面料、服装服饰的生产、

销售；智能设备设施、制药机械的制造、销售；提供仓储、纺织生产

科研及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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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华升集团资产总额为

170,711.16 万元，净资产为 91,075.8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为

92,447.34万元，净利润为-1,182.24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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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路 733号 

法定代表人：耿灏 

注册资本：壹亿玖仟陆佰贰拾肆万捌仟贰佰元整 

经营范围：纺织品、服装、服饰生产、加工、销售；房屋租赁；

综合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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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株洲雪松的资产总额为 35,793.17

万元，净资产为 17,940.30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4,012.75

万元，净利润为-2,128.49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6 月末，株洲雪松的资产总额为 33,782.48 万元，

净资产为 17,046.3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为 2,340.91 万元，净利润

为-893.9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后株洲雪松股东出资额及股权比例情况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15,992.27  81.49%  16,703.10  80.73%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 3,632.55   18.51%  3,987.96 19.27%  

合计  19,624.82 100%  20,691.06 100%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华升集团共同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雪松进行增资，其

中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进行增资，华升集团以湖南工业 4.0 创

新中心项目获得的资本金 1,000 万元进行增资。其中 1,066.24万元

增加注册资本，1,933.76万元转为资本公积金。 

2、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由评估机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

的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增资扩股涉及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122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株洲雪松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55,216.78 万元，折合每股

净资产评估值 2.8136 元/股，以此评估值为基础，以每股 2.8136 元

对株洲雪松进行溢价增资。 

评估机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2020年 12月 31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对象：株洲雪松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55,216.78万元人民币。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金额：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3,352.92 13,581.18 228.26 1.71 

非流动资产 22,441.41 59,457.69 37,017.67 164.95 

其中：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210.72 295.88 85.16 23.31 

 长期股权投资 544.12 4,720.27 4,176.15 767.51 

 投资性房地产 867.42 2,466.13 1,598.71 184.31 

固定资产 1,505.84 6,237.11 4,731.27 314.19 

在建工程 10,319.89 10,319.89   

无形资产 8,839.11 35,264.14 26,425.03 298.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4.31 154.31   

资产总计 35,794.33 73,038.87 37,244.54 104.05 

流动负债 4,847.35 4,847.35   

非流动负债 12,974.74 12,974.74   

负债合计 17,822.09 17,822.09   

净资产 17,972.24 55,216.78 37,244.54 207.23 

注：（1）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原因系企业采用会计折旧年限进行

折旧，使评估采用的经济寿命年限高于企业计提折旧年限，故固定资

产评估净值评估增值；  

（2）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是土地地价及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评估

单位的土地，土地基准地价高于其账面价值，故评估增值。其他无形

资产评估增值 103.94 万元，主要原因系企业的专利支出直接记入了

损益，评估基准日无账面价值。  



（3）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由于株洲雪松公司全资子公司株洲华洋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评估增值，其子公司株洲华洋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无形资产-土地评估增值。目前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对其全资子

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账面值中并未体现出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增值情

况。按被评估单位所占权益比例计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高于其投

资成本，故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 9 月 1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7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雪松

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肖群锋、梁勇军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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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株洲雪松进行增资扩股，有利于高档生态时尚苎麻面料生

产线技术的升级，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加快印染智能化生

产示范线建设。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推进高档生态

时尚苎麻面料生产线技术升级工程项目，增强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加

快印染智能化生产示范线建设，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就该项议案与全体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

并提交了相关材料，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推进高档生态时尚苎麻面料生产线技术

升级工程项目，增强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印染智能化生产示范线

建设，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且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

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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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