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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泰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黑龙江泰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纳科技”或

“公司”）参照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7 日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18)第 10364 号），拟以安徽永椿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永椿”）2018 年 10 月 31日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人民币 1,856,678.65 元为基础，收购上海智沃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智沃”）所持有安徽永椿 65%股权，成

交价格为人民币 1,206,841.12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安徽永椿将成

为泰纳科技控股子公司。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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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

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公众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触及本条所列指标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要求办理。 

2、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计算本办法第一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

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

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

华审会字（2018）第 304098 号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7

年）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 会 计报表期末资 产总额为 人 民币

209,257,572.64 元 ， 期 末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净 资 产 为 人 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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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50,029.58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00%为 104,628,786.32 元， 

期末资产总额的 30.00%为 62,777,271.80 元，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 50.00%为 67,175,014.79元。 

本次拟收购的股权资产交易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1,206,841.12元，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

会字（2018）第 304424 号审计报告，安徽永椿截止 2018年 10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861,663.95 元，净资产为 1,856,663.95 元，因购

买股权导致公司取得安徽永椿的控股权，资产总额以安徽永椿的资产

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所以资产总额为 1,861,663.95

元；资产净额以安徽永椿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所以资产净额为 1,856,663.95 元，未达到上述《管理办法》第二条

第三款规定的标准。 

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股权类资产进行购买的资产总额为

1,861,663.95元，资产净额为 1,856,663.95元，亦未达到上述标准，

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海智沃代孙德庆投资安徽永椿，持股比例 65%；安徽永椿的法

定代表人杜衡煜系泰纳科技董事、总经理凌冰冰女士配偶杜衡旸先生

的哥哥。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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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孙德庆先生作为直接持有本公司 21,510,000 股份的股东，占公

司总股本 42.85%，提议公司董事会在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事项中增加临时提案《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智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环龙路 65 弄 1 号三层、四

层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环龙路 65 弄 1 号三层、

四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蔡哲峰 

实际控制人：蔡哲峰 

主营业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皮革制

品、包装材料、办公用品、装潢材料、纺织原料、针纺织品、服装鞋

帽的销售。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关联关系：上海智沃与泰纳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德庆先

生之间存在代持关系，上海智沃代孙德庆先生持有安徽永椿的 6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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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安徽永椿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金泰六路以东金泰七路以

西金江七路以北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安徽永椿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6 日，注册

资本 2,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金泰六路以东

金 泰 七 路 以 西 金 江 七 路 以 北 ， 法 定 代 表 人 杜 衡 煜 ， 由

MEGACHANCEINTERNATIONALINC.持股 35.00%，上海智沃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持股 65.00%。 

2、经营范围：高分子胶黏剂、硅油、丙烯酸酯系列、防水防油

剂、苯丙乳液、木业用环保型胶黏剂、水性与无溶剂型聚氨酯树脂、

蜜胺成型粉、新型建筑装饰装修用防水与保温材料、水处理剂的生产、

销售；五金、机电、建材、化工设备、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销售；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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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

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04424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年 10月 31

日，安徽永椿经审计的的资产总额为 1,861,663.95 元，负债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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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元，净资产为 1,856,663.95 元，营业收入为 0.00 元，净利

润为-143,336.05 元，公司注册资本实缴人民币 2,000,000.00 元。 

4、依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万隆评报字(2018)第 10364 号），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安徽永椿于

评估基础日（2018 年 10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大写

人民币壹佰捌拾伍万陆仟陆佰柒拾捌元陆角伍分（RMB1,856,678.65

元）。 

（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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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安徽永椿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务

数据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

华审会字（2018）第 304424 号）。 

2、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万隆（上海）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安徽永椿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万

隆评报字(2018)第 10364 号）。 

（1）评估对象：安徽永椿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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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2）评估基准日：2018 年 10月 31 日； 

（3）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4）评估结论：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安徽永椿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壹佰

捌拾伍万陆仟陆佰柒拾捌元陆角伍分（RMB1,856,678.65 元）。 

四、 定价情况 

安徽永椿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其

中 MEGACHANCEINTERNATIONALINC.实缴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上海智

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参考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

字(2018)第 10364 号）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对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不存在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泰纳科技拟以人民币 1,206,841.12 元收购上海智沃所持有安徽

永椿 6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安徽永椿将成为泰纳科技控股子公

司。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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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资产收购是根据公司经营情况需要、交易标的较好的地

域位置及公司发展规划综合考量决定，贴合公司发展格局，及时查错

纠正，消除潜在同业竞争，对公司长远发展有积极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04424 号）》 

（二）、《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万隆评报字(2018)第 10364 号）》 

（三）、《关于增加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提议

函》 

 

 

 

黑龙江泰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