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059

证券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1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辽宁北化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收购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北化”）的部分资产。
2、辽宁北化为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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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收购辽宁北化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与会的关联董事
任勇强、杜秉光、董成功、许晓军、金晓晨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 4 名非关联
董事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二、关联方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

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法定代表人

张世琦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0,000 万人民币整

成立时间

2008 年 3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1226737500177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氩[液化的]、氮[液化的]、氧[液化的]、环
氧乙烷、氮[压缩的]、乙二醇（凭安全许可证有效期限经
营）；白银销售；售电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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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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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079.89

79,637.79

负债总额

107,786.21

87,146.45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6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1,797.06

62,075.81

利润总额

1,120.66

4,251.89

净利润

1,035.95

4,251.89

经查询，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标的资产分为存货类资产及设备类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1、存货类资产
根据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中天和[2020]评字第 90028 号），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如下：
（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的经济行为和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资产评估基准日委托人委
托评估的单项资产。
纳入评估范围内存货共计 1603 项，主要为产权持有人日常生产所需备件、
维修材料及工器具，如干气密封、石油天然气工业输送钢管、增压机转子组、空
压机转子组、ITT-G411A/B 叶轮、法兰钢制闸阀、钢卷尺等，多数为 2010 年左右
购置。存货的账面价值为 20,257,929.75 元，存货跌价准备 360,422.81 元，扣
除存货跌价准备后账面余额为 19,897,506.94 元。存货跌价准备为失效库存，共
计 214 项，其材质均为橡胶、氟橡胶、耐油石棉等用于密封的材料。除失效库存
外，都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2）评估基准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3）评估方法：市场法。
（4）评估结论：
委估的单项账面价值 1,989.75 万元，评估价值 1,488.21 万元。评估值与
账面值相比，评估减值 501.54 万元，减值率 25.21%。
（5）特别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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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结论为不含税价格。
2、设备类资产
根据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中天和[2020]评字第 90032 号），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如下：
（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的经济行为和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委托人委托评估的单项资
产。
评估范围为资产评估基准日委托人委托评估的设备类资产。
评估范围具体为企业于 2009 年至 2012 年购置的化验、分析及检测设备，系
卡尔费休水份分析仪、自动电位滴定仪等，共计 149 项，账面原值 15,632,316.18
元，净值 5,666,800.54 元。
（2）评估基准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3）评估方法：成本法。
（4）评估结论：
委估的单项账面价值 566.68 万元，评估价值 482.41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
值相比，评估减值 84.27 万元，减值率 14.87%。
（5）特别事项:
本次评估结论为不含税价格。
（二）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归辽宁北化所有，权属清晰。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担保
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等权利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
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占用其资金以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
的评估价格作为依据，其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存货类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1、标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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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明细表
2、交货时间、地点、方式及费用承担
卖方于合同签订之日起将资产所有权划拨买方所有。
3、质量标准、质量要求
按照国家标准标准执行（适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应明确标
准名称和编号）。
4、检验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按照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检验。异议期为买方收到标的物后 10 日，买方要
求换货、退货的，卖方应在收到通知后 10 日内完成换货、退货；逾期换货、退
货的，标的物保管费用及灭失的风险由卖方承担。
5、转让价格 16,816,786.43 元（含税）
6、结算方式、期限
结算方式为：卖方向买方提供税率为 13%的发票，买方收到发票后验收合格
付款。发票应在满足（标的物验收合格等）条件时开具。
7、 违约责任
1.卖方未按约定期限交货，每逾期一天按合同金额（或者未按期交付部分）
的 1％支付违约金，同时买方可要求继续履行；逾期超过 15 天，买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要求卖方退还买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承担因此给买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
失。
2.买方收到合同货物，经验收不符合约定，可要求卖方免费退货、换货或者
减少价款，并可要求卖方支付合同价款（或者与约定不符部分）5％的违约金。
3.卖方交付的标的物危及买方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据实赔偿。
4.买方逾期付款的，应当以每日 1％承担违约责任，基数为未支付部分价款。
（二）设备类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1、标的物
见明细表
2、交货时间、地点、方式及费用承担
卖方于合同签订之日起将资产所有权划拨买方所有。
3、检验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按照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检验。异议期为买方收到标的物后 10 日，买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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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换货、退货的，卖方应在收到通知后 10 日内完成换货、退货；逾期换货、退
货的，标的物保管费用及灭失的风险由卖方承担。
5、 转让价格 5,451,183.28 元（含税）
6、、结算方式、期限
结算方式为：卖方向买方提供税率为 13%的发票，买方收到发票后验收合格
付款。发票应在满足（标的物验收合格等）条件时开具。
7、违约责任
1.卖方未按约定期限交货，每逾期一天按合同金额（或者未按期交付部分）
的 1％支付违约金，同时买方可要求继续履行；逾期超过 15 天，买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要求卖方退还买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承担因此给买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
失。
2.买方收到合同货物，经验收不符合约定，可要求卖方免费退货、换货或者
减少价款，并可要求卖方支付合同价款（或者与约定不符部分）5％的违约金。
3.卖方交付的标的物危及买方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据实赔偿。
4.买方逾期付款的，应当以每日 1％承担违约责任，基数为未支付部分价款。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是完善华锦股份石化运行体系建设，将园区内所有生产单元纳
入华锦石化产业运行体系，以及实现高质量运行。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上述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辽宁北化发生的采
购产品接受劳务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6190 万元，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类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69188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出具独立意见：
1、《关于收购辽宁北化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六届三十二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会前已认真审议了
拟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及相关资料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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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对方为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3、本次交易事项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并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本次收购资产交易价格最终以评
估值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
1、六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资产评估报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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