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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证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出售方：上海华证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证联”、

“公司”） 

交易对方：谢华 

交易标的：华证联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60%的股权。 

交易事项：谢华购买华证联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华证联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交易价格：谢华以 3,871,320.00 元的价格购买华证联持有的控

股子公司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协议签署日期：2018年 6月 13日。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

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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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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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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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本办法

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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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公司在 12个

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

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

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根据《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三）》

的相关规定：“挂牌公司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计算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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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时，前述挂牌公司净资产额不应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1、公司目前持有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0%的股权，拥

有其控制权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丧失

对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出售的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分别以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

额为准。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完成将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40%股权转让给谢华的资产过户手续并取得全部交易对价；因此审

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召开日距离上次交易已超过 12 个月，根据规定

无需进行累计计算。 

2、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期末资产

总额为 34,363,030.77 元，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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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2,442.73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10,330,428.35元，占公司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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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06%，低于 50%；期末净资产为 5,428,338.89元，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的比

例为 36.06%，低于 50%。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6月 1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出售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该

议案内容详见 2018 年 6 月 13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上披露的公司《第一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根据公司

章程,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收购无需征得债权人、其他第三方的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

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 其他说明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完成将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40%股权转让给谢华的资产过户手续并取得全部交易对价；因此审

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召开日距离上次交易已超过 12 个月，根据规定

无需进行累计计算。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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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 谢华，男，中国籍，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

镇高桥一村，最近三年担任过上海升华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 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

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交易对方目前持有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40%的股权。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交易标的所在地：上海市 

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2 月 4 日，现持有

证照编号为 4100000020160204032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50万元；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湘路

225弄 11号 1628室；经营范围为从事检测、环境、卫生、计量技术、

计量校准、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轻工产品、公共安全、二级生物安全柜、洁净室、洁净厂房的

检测,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计量器具、

仪器仪表的销售,仪器仪表的维修,修理计量器具；主营业务为轻工产

品、公共安全检测服务，二级生物安全柜的检测，洁净室及洁净厂房

的检测。 

依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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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15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上海华证联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10,330,428.35 元，负债总额为

4,902,089.46 元，净资产为 5,428,338.89 元，营业收入为

18,114,361.34元，净利润为-775,480.52元。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前，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姓名/名称 
股东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华证联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330 60% 

现金和固定资

产 

2 谢华 220 40% 现金 

合计 550 100% -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股东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谢华 550 100% 
现金和固定资

产 

合计 550 100% - 

以上内容以最终的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成交价格以经审计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时的特殊披

露：本次定价以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净资产为基础，以交易双方最终商定价格为准。依据银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607 号评估报告，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评

估值为 645.22万元。 

（二）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转让限制的

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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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 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的股权，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成交金额：3,871,320.00元 

支付方式：货币资金 

支付期限：协议签署并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并经上海华证联检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之日起生效；在截

至上海华证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

让事宜前，如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根据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或上海

华证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规定需经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则协议在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并经上海华证联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二）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以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净资产为基础,以双方最终商定价格为准。 

（三） 时间安排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公司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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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有权机构提交股权变更申

请材料, 过户时间为：工商变更登记通过之日。 

五、 本次出售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的股权，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由于上海华证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度处于亏损状

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集中精力积极开拓高新技

术开发及服务，因此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三)中汇会审[2018]3115号审计报告； 

(四)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607号评估报告。 

 

上海华证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