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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超超新材 10%股权

并认购其定向增发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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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

超超新材 10%股权并认购其定向增发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自筹资金人民币

12,418,840 元（1.241884 元/股）收购广西贺州正赢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西超超

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超新材”）10%股权，并以 1.3 元/股的价格认购超超

新材定向增发股份 1000 万股，认购金额共计人民币 13,000,000 元。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对关联方股权投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300 万元人民

币，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后续事项，公司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新型建筑材料资源整合、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形成公司业务发展和新

利润增长点，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8票赞成（关

联董事秦敏因在关联方任职回避表决），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超

超新材 10%股权并认购其定向增发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自筹资金人民币

12,418,840 元（1.241884 元/股）收购广西贺州正赢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

赢集团”）持有的广西超超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超新材”）10%股权（1000

万股），同时，超超新材拟以 1.3 元/股的价格定向增发股份 10000 万股，公司拟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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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的价格认购超超新材定向增发股份 1000 万股，认购金额人民币 13,000,000 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 37.5%（第一大股东）的广西闽商石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商

石业”）拟认购 3200 万股，认购金额人民币 41,600,000 元。本次股权收购和认购完成

后，超超新材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公司直接持有超超新材 20%股权，加上闽商石业

持有超超新材 51%股权，公司合并持有超超新材 39.125%股权（20,000 万元注册资本），

为其第一大股股东。 

超超新材为公司参股公司，因公司董事长、总裁秦敏先生为超超新材董事，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规定，超超新材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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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贺州正赢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贺州市鞍山西路 83－1 号 

法定代表人：李精才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100086514124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正赢集团为贺州市国资委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4 条规定，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超超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贺州市电子科技园区天贺大道 

法定代表人：郭继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100327379833Y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经营范围：新型房屋建筑新型材料研发、生产；新型房屋投资建设（凭有效等级资

质证书经营）；对城市建设开发、酒店业、交通能源、水利电力投资；新型材料、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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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销售等。 

超超新材是由闽商石业、桂东电力、正赢集团于 2015 年 1 月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闽商石业持有超超新材 70%股权，为超超新材控股股东，公司持有超超

新材 20%股权，正赢集团持有超超新材 10%股权。 

（二）资产及生产经营情况 

1、根据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广西超超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专项

审计报告》（祥浩会事财字（2016）第 0257 号），截止 2016 年 7 月 31 日，超超新材资

产总额为 103,914,796.71 元，负债总额 8,738,507.50 元，所有者权益 95,176,289.21

元。目前超超新材正投资建设年产 80 万立方米新型建筑材料生产线。 

2、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1879 号），超超新材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10,391.48万元，评估值13,292.69 万元，评估增值2,901.21 万元，

增值率27.92%。负债账面价值873.85万元，评估值873.85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9,517.63万元，评估值12,418.84 万元，评估增值2,901.21 万

元，增值率30.48%。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1,782.26  1,782.26    ‐        ‐       

2  非流动资产 8,609.22  11,510.43  2,901.21    33.70   

3  固定资产 213.91  231.92    18.01    8.42   

4  其中：建筑物 18.07  12.84    ‐5.23    ‐28.94   

5  设备 195.85  219.07    23.22    11.86   

6  在建工程 6,068.10  6,094.07    25.97    0.43   

7  无形资产 2,327.21  5,184.44    2,857.23    122.77   

8  其中：土地使用权 2,247.97  5,105.20    2,857.23    127.10   

9  资产总计 10,391.48  13,292.69  2,901.21    27.92   

10  流动负债 873.85  873.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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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非流动负债 ‐  ‐        ‐         

12  负债总计 873.85  873.85    ‐        ‐       

13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9,517.63  12,418.84  2,901.21    30.48   

四、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股权收购方案 

1、收购标的和收购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收购正赢集团持有的超超新材

10%股权（1000 万股），收购价格以经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祥浩会事财

字[2016]第 0257 号)，并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广西有限

公司评估（中联评[2016]第 1879 号）后的超超新材股东全部权益 124,188,400 元为依

据，即每股价格为 1.241884 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款为 12,418,840 元。 

2、股权收购完成后超超新材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广西闽商石业发展有限公司 7,000 70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0 

合计 10,000 100 

正赢集团转让超超新材 10%股权事宜尚需贺州市国资委核准。 

（二）定向增发股份认购方案 

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超超新材拟定向增发股份 10000 万股，增发价格以经祥浩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祥浩会事财字[2016]第 0257 号)，并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广西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2016]第 1879 号）后的

超超新材股东全部权益 124,188,400 元为依据，经参与定增对象协商，确定本次定向增

发的发行价格为 1.3 元/股。本次增发完成后，超超新材注册资本增至 20,000 万元。 

根据超超新材本次定向增发方案及公司投资需要，公司拟认购超超新材本次定向增

发股份 1000 万股，认购金额共计人民币 1,300 万元。 

1、本次定向增发认购方及认购金额、比例： 

超超新材本次定向增发 10000 万股股份拟由桂东电力、闽商石业、广西洋浦南华糖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建工集团建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黄聿新、庞华军等六方共

同认购，其中，桂东电力拟投资 1,300 万元认购超超新材定向增发股份 1000 万股，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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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石业拟投资 4,160 万元认购超超新材定向增发股份 3200 万股，剩余定向增发股份由

其他各方认购。具体认购方案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数 

（万股） 

每股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万元） 

广西闽商石业发展有限公司 3,200 1.3 4,160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3 1,300 

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00 1.3 3,380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1.3 2,600 

黄聿新 1,000 1.3 1,300 

庞华军 200 1.3 260 

合计 10,000 / 13,000 

2、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超超新材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定增前持股

数（万股）

认购股数

（万股）

定增后持股

数（万股） 

定增后持股 

比例（%） 

广西闽商石业发展有限公司 7,000 3,200 10,200 51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000 4,000 20 

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2,600 2,600 13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0 2,000 2,000 10 

黄聿新 0 1,000 1,000 5 

庞华军 0 200 200 1 

合计 10,000 10,000 20,000 100 

五、股权转让及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广西贺州正赢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广西超超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价款及支付方式：本次转让的标的为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0 万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股份总额的 10%。本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转让价款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祥浩会事财字[2016]第 0257

号)，并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广西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2016]第 1879 号）后的目标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 124,188,400 元为依据，即每股价格为 1.241884 元，本次股权转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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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价款为 12,418, 840 元（人民币壹仟贰佰肆拾壹万捌仟捌佰肆拾元整）。本协议生效

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转让方会同受让方将本次股份转让的有关资料提交给目标公司，

并由目标公司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自目标公司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后，

转让标的的权属即归受让方。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在目标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之日起一个月（即 30 日）内，受让方将本协议项下所涉及的股份转让价款付

至转让方指定的账户。 

2、损益承担：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 3.2 条确定的评估基准日(2016 年 7 月

31 日)至交易完成日期间，本协议项下转让股份对应的目标公司损益由受让方按所持股

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二）股份认购协议 

甲方：广西超超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协议标的：甲方本次发行股份 1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甲方向乙方定

向增发 1,000 万股。本次定增事宜完成后，甲方总股本由 10,000 万股变更为 20,000 万

股。若甲方股份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发行股数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乙方同意按

本协议约定的条件、金额及价格，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 1,000 万股（含本数）人民币普

通股。本次发行完成后，乙方直接持有甲方 4000 万股股份，占甲方本次股份发行事宜

完成后总股本 20,000 万股的 20%。 

2、股份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方式 

（1）双方同意，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0 元人民币，乙方应以货币方式认缴。 

（2）在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及在本协议约定的条件获得满足的前提下，乙方同意认

购 1,000 万股。若甲方股份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乙方的认购金额保持不变，认购股份数量按调整后的

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3）若甲方股份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甲、乙双方根据本协议约定调整甲方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及

乙方认购股份数量的，应确保乙方出资1,300万元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事宜完成后，

可持有甲方 20%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3、股款的支付方式、股份交割、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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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甲方应完成股份认购后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甲方应将乙方认缴出资情况记载于股东名册。 

在上述事项已完成的前提下，乙方应于 2017 年 12月 31 日前付清全额股份认购款。

甲方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确认通知及向乙方签发出资证明书，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

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甲方应完成股权认购后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将乙方认缴出资情况记载于股东名册。 

（3）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在甲方本次增发股份完成后，由甲方的新老股

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本次增发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事前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沟通并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公司

三位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关于拟

收购超超新材 10%股权并认购其定向增发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秦敏回避表

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收购超超新材 10%股权并认购其定向增发股份，交易条件符合一般商业惯例，

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同意公司收购超超新材 10%

股权并认购其定向增发股份。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超超新材以新型环保建筑材料为主营产品，公司本次收购超超新材股权并认购其定

向增发股份的主要目的是抓住贺州市打造碳酸钙和新型建筑材料“两个千亿元产业”发

展机遇，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公司对超超新材的控制力，支持超超新材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做大做强新型建筑材料产业，努力培育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