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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桂东电力            股票代码：600310          编号：临 2015-020 

债券简称：11 桂东 01           债券代码：122138 

债券简称：11 桂东 02           债券代码：122145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受让

柳州正菱集团两家子公司股权并抵销互负债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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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拟受让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廖昌瑾持有的凯鲍汽车 

72%股权、凯鲍重工 72%股权，并同意钦州永盛以其对柳州正菱集团享有的债权

合计人民币 253,730,000 元抵销股权转让款，即柳州正菱集团与钦州永盛抵销

互负债务。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受让股权事宜尚需有关政府部门协调处理，能否顺利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钦州永盛”）拥有对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正菱集团”）及其相关企

业的债权合计人民币 253,730,000 元。为解决钦州永盛与柳州正菱集团之间的债权债务

问题，保障公司及钦州永盛的合法权益，经协商一致，公司拟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

永盛受让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廖昌瑾持有的福建凯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鲍汽车”）72%股权、福建凯鲍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鲍重工”）72%

股权，并同意钦州永盛以其对柳州正菱集团享有的债权合计人民币 253,730,000 元抵销

股权转让款，即柳州正菱集团与钦州永盛抵销互负债务。本次股权受让并抵销互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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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钦州永盛将分别持有凯鲍汽车 72%股权、凯鲍重工 72%股权，成为两家公司的

控股股东。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受让柳州正菱集团两家子公司股权并抵销互

负债务的议案》，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受让柳州正菱集团两家子公司股权并抵销互负债务事宜

解决了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与柳州正菱集团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审批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钦州永盛采取受让柳州正菱集团两家子公司股权并抵销互负债务方式取得福建

凯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72%股权、福建凯鲍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股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1、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柳州市柳邕路 273 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东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9 月 

经营范围：商用乘用车、农用运输车、农用机械、汽车配件、机床及配件等。 

目前正菱集团正在进行资产核资工作，未公开相关生产及经营信息。 

2、廖昌瑾，男，国籍中国，为柳州正菱集团一致行动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福建凯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长汀县工贸新城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卢胜强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汽车配件制造及销售等。 



 3

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柳州正菱集团持有凯鲍汽车 90%股权，为凯鲍汽车控股股

东，自然人廖昌瑾持有凯鲍汽车 10%股权。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廖昌瑾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2、福建凯鲍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龙岩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南环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芳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经营范围：运输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及汽车配件销售、汽车销售（小轿

车除外）等。 

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柳州正菱集团持有凯鲍重工 90%股权，为凯鲍重工控股股

东，自然人廖昌瑾持有凯鲍重工 10%股权。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廖昌瑾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1、根据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祥浩会

事财字（2014）第203号，截至2014年4月30日，凯鲍汽车清产核资结果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账面调整值 清查值 无法清查值 

资产总计 189,980,356.53 153,528,168.58 212,302,753.57 131,205,771.54 

负债合计 202,200,581.32 —— 200,919,040.80 1,281,540.52 

2、根据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祥浩会

事财字（2014）第 198 号，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凯鲍重工清产核资结果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账面调整值 清查值 无法清查值 

资产总计 213,405,541.82 217,867,666.05 431,273,164.67 43.20 

负债合计 53,507,088.33 9,824,013.84 63,331,102.17 —— 

（三）交易方案 

1、交易标的：福建凯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72%股权、福建凯鲍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72%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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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价格及确定依据：以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清产核资的结果为依

据：截至2014年4月30日，两家公司净资产合计379,325,775.27元。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总价款为253,730,000元。 

3、交易方式：双方协商确定，同意钦州永盛以其对柳州正菱集团享有的债权

253,730,000元抵销本次股权转让款253,730,000元，即钦州永盛与柳州正菱集团双方的

互负债务相互抵销。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并抵销互负债务后，钦州永盛将分别拥有福建凯鲍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72%股权、福建凯鲍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2%股权，为两家公司的控股股东，

柳州正菱集团分别持有凯鲍汽车28%股权、凯鲍重工28%股权。 

四、拟签订股权受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廖昌瑾 

丙方：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目标公司资产及负债情况 

根据金融债权委员会委托的广西祥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文书，目标

公司清产核资情况如下：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目标公司一凯鲍汽车及目标公司二凯鲍重工净资

产合计为 379,325,775.27 元。 

2、股权转让 

2.1 转让方一愿根据本协议项下约定将其所有的目标公司 62%股权转让

予受让方。转让方二愿根据本协议项下约定将其所有的目标公司 10%股权转

让予受让方。受让方愿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所有条件及依据转让方作出的保证及

承诺，受让标的股权。标的股权一、标的股权二转让完成后，转让方二不再持有

目标公司股权。 

2.2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一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一凯鲍汽车的股权结构将

变化如下： 

股东             股权比例（%） 

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2%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             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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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二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二凯鲍重工的股权结构将

变化如下： 

股东             股权比例（%） 

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2%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              28% 

       100%        

2.4 在本协议签署后至本协议经批准生效及办理完毕有关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之前，为保证受让方所受让的股权价值完整，在此期间，转让方行

使其股东权利及通过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应当就其表决内容征求受让方

的意见。 

3、转让标的、价款及互负债务抵销的约定 

3.1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一（凯鲍汽车 72%股权）、

标的股权二（凯鲍重工 72%股权）交易总价款合计 253,730,000.00 元。 

3.2 乙方同意，丙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由丙方代收（即丙方向甲

方支付目标股权全部转让价款 253,730,000.00 元），甲乙双方因该等代收股权

转让款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由其另行解决。 

3.3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丙方以其对甲方享有的债权 253,730,000.00 元

抵销本协议项下所有目标股权（标的股权一及标的股权二）转让款（共计

253,730,000.00 元），即甲方与丙方双方的互负债务相互抵销。 

4、特别约定 

4.1 若目标公司存在本协议未提及的或有债务，或在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

经丙方聘请的有相关资质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目标公司净资产低于本协议第 1

条明确值的，甲丙双方同意同比例降低及调整甲方对目标公司享有的股权及相

应权益。 

4.2 若丙方或丙方股东确已为避免目标公司相关资产流拍而受让其他债

权人对目标公司享有的债权的，甲方承诺同意在股权转让完成后，由目标公司

向丙方或丙方股东清偿相关债务，并承诺在目标公司股东大会上对相关提案投

赞同票（如需）。 

5、声明与保证  

5.1 协议各方对各自的主体资格均予以如下声明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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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各方具有签署本协议之必要的权利和授权及履行本协议载明之义

务的能力；履行本协议及与本协议相关之文件订明之义务，不会违反中国法律、

法规和其作为合同一方的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其他合同。 

5.2 转让方的声明与保证： 

5.2.1 转让方保证对转让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利；转让方已获得

根据相关规定所需的批准程序。 

5.2.2 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止，转让方并未就转让股权进行过转让、质押、

抵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也未向受让方以外的任何人作出过具

有法律效力的有关上述处置的承诺或任何形式之担保，上述股权不存在任

何形式的权利瑕疵; 任何因权利瑕疵或权利瑕疵之虞引起的第三人追索，由转

让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 

5.2.3 至签约时止，目标公司不存在任何转让方已知或应知而未向受让

方申明的担保、争议纠纷等可能使目标公司净资产减损的情形。否则，受

让方将有权视目标公司受损的情况，相应降低及调整甲方对目标公司享有的

股权及相应权益； 

5.2.4 转让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后至交易完成日之间的特定期限内，对目标

公司恪守职责，履行诚信及勤勉尽责义务，不做出任何有损目标公司利益和转

让股权的行为。 

6、费用承担 

本协议所涉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委托交易代理费及其他费用（如有）由

转让方与受让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7、办理报批及登记变更手续 

7.1 协议各方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互相充分协商、紧密配合、

积极支持，以顺利完成审批、登记手续等事项。 

7.2 本协议签订后，如法律、法规规定协议一方或各方或其关联方存在应

向相关政府部门报批情况的，本协议各方应各自/共同报批。为完成本协议所

述的股权转让交易,各方应相互提供相关文件,并提供必要之协助,使各方及

目标公司得以顺利办理股权转让的公证、报批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8、争议解决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协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协议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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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应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不得违反相关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

辖的规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受让股权并抵销互负债务，是公司及钦州永盛对

正菱集团及其相关企业相关应收账款回收、化解风险采取的有效措施，目的是维护公司

及钦州永盛的利益。 

2、公司于2015年2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对部分金额重大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中，对正菱集团及其

相关企业相关的应收账项计提坏账准备126,865,000.00元，如该计提事宜获股东大会通

过及本次受让股权完成并抵销互负债务后，钦州永盛将把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将对

公司未来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但预计不会对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

响。 

3、本次受让股权事宜尚需有关政府部门协调处理，能否顺利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上网公告附件 

1、桂东电力六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