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692

证券简称：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4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49%股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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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受让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49%股
权，交易价格依据评估结果确定为 282.48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一、 交易概述
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混凝土公司”
）系上
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混凝土公司 51%的股权，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
政公司”
）持有混凝土公司 49%的股权。市政公司由于自身发展原因
拟退出对混凝土公司的投资，转让其持有的混凝土公司 49%的股权。
考虑到崇明混凝土市场的良好机遇，混凝土公司在崇明具有一定的发
展空间，为了增强对混凝土公司的控制权，更好地维持其经营与发展，
经过慎重考虑，公司拟受让市政公司所持的混凝土公司 49%的股权。
1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混凝土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576.49 万元。本次受让的混凝土公司 49%股权评
估值为 282.48 万元，交易价格依据评估结果确定为 282.48 万元。股
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混凝土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
混凝土公司业务的平稳发展，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符合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受让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交易生效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 公司名称：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二)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三)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门路 328 号
(四) 法定代表人：黄诚
(五) 注册资本： 10800.00 万元人民币
(六) 成立日期：1989 年 6 月 3 日
(七)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
包(叁级)，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公路交通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城市道路和公路养护维修，公共排水泵站运行(叁级)，园林绿化工程，
建筑材料、路基材料、混凝土制品的生产、销售，本核准经营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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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服务，工程测量(地形、市政工程测量)丙级，水利水电工程(三
级)，机电安装工程(二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自
有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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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主要财务指标：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
的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8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0843.33

37064.09

总负债

32074.73

17931.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768.60

19132.43

项目

2020 年 1 月-8 月

2019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32089.99

82586.66

净利润

9658.52

2975.60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二)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三)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合作公路 2208 号
(四) 法定代表人：沈建良
(五)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 万元整
(六)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
(七) 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制品及构件的生产、加工、
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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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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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万元）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1,530.00

306.00

51.00

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470.00

294.00

49.00

合计

3000.00

600.00

100.00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九) 主要财务指标：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的混凝土公司评估基准日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
元）。
项目

2020 年 8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764,798.78

5,908,063.79

总负债

0.00

54,9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64,798.78

5,853,163.79

项目

2020 年 1 月-8 月

2019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88,365.01

-146,836.21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
可证。
(十) 拟受让价格：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基准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混凝土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576.49 万元，本次拟受让的混凝土公司的 49%股权评估值为 282.48
万元。本次拟受让的混凝土公司的 49%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 282.48
万元。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十一)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 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的总资产价值 576.48 万元，总负债 0.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5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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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576.49 万元，
总负债 0.0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76.49 万元，较审计后账面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增值 0.01 万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在建工程净额
工程物质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开发支出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有者权益）

帐面价值
575.29
1.19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575.29
1.20
0.01
0.84

1.19

1.20

0.01

576.48

576.49

0.01

576.48

576.49

0.01

0.84

2、 评估增减值分析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146.20 元，主要系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大于
会计折旧年限。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5

出让人（以下简称“甲方”）
：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受让人（以下简称“乙方”）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的标的：甲方所持有的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49%股
权。
股权转让的价格：甲方将上海环岛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49%股权
以人民币 2824823.04 元(大写:贰佰捌拾贰万肆仟捌佰贰拾叁元肆分)
转让给乙方。
股权转让的付款方式：甲、乙双方约定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股权转让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企业职工安
置。
股权转让涉及的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承继、风险承担以及资产
处置：标的公司在完成股权交割手续之后甲方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均由
乙方行使且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均由乙方享受或承担。本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标的公司的相关资料及凭证交付给乙方，标的公
司的资产处置由股权转让后的股东处置。
股权交割事项：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协助乙方及标的
公司向审批机关提交修改后的标的公司章程，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交标的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项文件，协助乙方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
续，使乙方完成对标的公司 49%股权的受让。
股权转让的税收和费用：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费和费用，由
甲、乙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效力条款：本合同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后成立，自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审批程序完成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
份，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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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混凝土公司 49%的股权后，公司将持有混凝土公司 100%
的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混凝土制品业务的发展，不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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