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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安徽荃银高盛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2019 年 4 月 18 日，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荃银高科”）与控股子公司安徽荃

银高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高盛”）的控股子公司--安徽

中合恒丰农产品市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合恒丰”）签

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与中合恒丰、荃银高盛、安徽中合高盛市场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合高盛”）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

本公司拟将所持控股子公司荃银高盛的全部 51%股权及相关债权转

让给中合恒丰。其中：股权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公司审计督查部

出具的《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荃银高盛投资有限

公司资产内部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内部评估报告》”）协商确

定为 510 万元；债权转让所涉债权以荃银高科对荃银高盛享有的经

（2018）皖 0191 民初 2544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全部权益（总计

3,578,903.28 元）为依据，以平价方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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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安徽荃银高盛市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

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

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中合恒丰农产品市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4394424091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童威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襄河镇城南新区 A16 号 

经营范围：市场建设管理、市场运营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农产品种植，水产养殖及新技术推广，农副产品仓储及销售（前置许

可除外），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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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安徽荃银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为控股股东；

滨海泽泰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25%。 

（二）与本公司的关系：中合恒丰为本公司孙公司，本公司通过

荃银高盛持有其 75%股权。 

（三）中合恒丰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2,125,691.31  78,524,018.87 

其中：应收账款总额  1,197,900.00  1,382,200.0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负债总额  50,767,321.92  57,222,633.61 

净资产  21,358,369.39  21,301,385.26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575,757.63  4,739,317.33 

营业利润  245,979.71 -3,838,151.63 

净利润  56,984.13 -4,295,38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8,406.71 -6,403,957.75 

注：中合恒丰 2019 年 1-3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8 年度财务数据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标的为荃银高科所持荃银高盛 51%股权。

该标的股权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等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根据公司审计督查部出具的《内部评估报告》，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荃银高盛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75.11 万元。考虑

到荃银高盛以控股子公司中合恒丰为主体开发建设的全椒农产品批

发市场项目（以下简称“全椒项目”或“项目”）自持面积需不少于

整个项目的 40%（开业运营两年后其中 10%可以销售）的实际情况，

在对荃银高盛资产进行评估时，对自持房产中运营两年后 10%可售部

分按售价进行评估；其余 30%不可售部分按目前的运营方式进行评估，

最终荃银高盛评估值为 888.54 万元，本公司对荃银高盛 51%股权价

值约为 453.16 万元。 



2、荃银高盛概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荃银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366917302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张琴 

公司住所：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 99 号城市天地家园 19 栋 2205

室 

经营范围：现代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的投资、开发、运营、管理：

农副产品、农作物种子、农资产品批发、仓储、配送（除行政许可）；

电子商务咨询；房地产投资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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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情况：荃银高科持股 51%，为控股股东；中合高盛持

股 49%。 

中合高盛已承诺放弃对荃银高盛 51%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3）荃银高盛 2015 年至 2019 年 3 月底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4,323,893.82 70,739,635.50 86,407,426.28 119,340,715.31 34,570,950.66 

其中：应收账款

总额 
1,197,900.00 1,382,200.00 8,036,450.00   

或有事项涉及的

总额 
     

负债总额 58,233,226.06 64,606,976.50 76,379,204.28 123,432,675.65 33,764,970.78 

净资产 6,090,667.76 6,132,659.00 10,028,222.00 -4,091,960.34 805,979.88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4,575,757.63 4,739,317.33 106,625,618.74 12,074.09 14,229.97 

营业利润 147,004.34 -3,176,998.62 18,331,384.34 -114,120,95.73 -9,094,293.96 

净利润 -41,991.24 -3,902,188.00 14,031,432.3 -7,622,565.22 -9,194,020.12 

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681.01 -1,442,454.93 5,265,174.81 -3,320,136.23 -4,079,05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57,820.19 -6,462,634.92 15,404,129.94 3,310,164.00 -3,446,885.42 

注：荃银高盛 2019 年 1-3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5-2018 年度财务数据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经营亏损情况 

荃银高盛自 2015年 4月成立至 2018年末累计亏损 668.74万元，

归属于荃银高科损失为 357.65 万元。 

（二）债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债权概况 

（1）债权产生的原因 

荃银高盛系本公司为探索农业多元化业务于 2015 年 4 月投资设

立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农产品、农副产品、农作物种子等农资产

品批发市场的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业务。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本公

司持股 51%。 

2015 年 5 月，荃银高盛开始建设全椒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工

程占地 94.82 亩，计 63,213 平方米；根据与地方政府签署的协议，全

椒项目自持面积需不少于整个项目的 40%（开业运营两年后其中 10%

可以销售），可销售部分不超过 60%。该项目开发建设所需资金量较

大，荃银高盛注册资本相对较小，流动资金紧张，为此向荃银高科申

请借款 2,000 万元。为支持荃银高盛全椒项目的开发，经荃银高科

2015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

司向荃银高盛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2,000 万元，年利率 10%，期限 1

年，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到期。 



由于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开发建设、营销方式及运营管理等方面与

本公司种子业务存在较大差异，整个全椒项目建设期间，本公司与荃

银高盛的合作团队在经营理念等方面未能实现较好的融合，公司管理

体系一直未能健全到位，项目建设成本也未能控制到位，加上房产自

持部分暂时无法销售，造成资金大量占用，荃银高盛亦因此无法按期

归还借款，导致财务资助逾期。 

为了荃银高盛逾期债务的归还，本公司多次召开会议，出台解决

方案，并督促荃银高盛执行还款计划，但各项措施均未能得到有效落

实，荃银高盛屡次逾期还款。为维护荃银高科利益，本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

区法院”）对荃银高盛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其还清全部欠

款。2018 年 6 月 21 日，高新区法院主持调解并出具（2018）皖 0191

民初 2544 号《民事调解书》，但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荃银高盛

仍未按照上述《民事调解书》的意见归还剩余欠款。为此，本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向高新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高新区法院在对相关

材料审核后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决定立案执行，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收到高新区法院（2019）皖 0191 执 338 号《受理执行案件

通知书》。 

（2）标的债权的确定 

本次债权转让所涉债权为荃银高科对荃银高盛享有的经（2018）

皖 0191 民初 2544 号调解书确认的全部权益。 

其中本金 1,500,000 元；利息 2,052,438.28 元（以 1,500,000 元本

金为基数自 2016 年 6 月 24 日起，按照年利率 12%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诉讼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 26,465 元，总计 3,578,903.28

元。 



（三）本次出售资产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事宜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中涉及本公司对荃银高盛享有的全部债权转

移，详细情况已在本公告“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债权

转让标的基本情况”予以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荃银

高盛股权及债权。 

（四）提供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向荃银高盛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除上述

债权外，荃银高盛无其他占用荃银高科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一）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本次出售荃银高盛 51%股权由本公司与中合恒丰参照公司审计

督查部出具的《内部评估报告》协商确定为 510 万元。 

    （二）债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本次债权转让所涉债权以荃银高科对荃银高盛享有的经（2018）

皖 0191 民初 2544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全部权益为依据，经本公

司与中合恒丰协商，以平价方式交易该项债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荃银高科持有的荃银高盛 51%股权。 

2、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 

（1）转让价格 

人民币 510 万元（大写：伍佰壹拾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① 中合恒丰自愿以其名下房产作价 510 万元用以支付收购上述



股权的对价，房产具体为：中合恒丰开发的位于全椒县万福路 588 号

全椒农产品批发市场 1 幢 109、209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

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4 号）；110、210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

【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7 号）；111、211 号商铺（产权

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096 号）；112、212 号商

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0 号）；113、

213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2 号）；

114、214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6

号）；115、215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8 号）；123、223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

产权第 0000097 号），共计面积为：907.89 平方米的房产。 

② 本合同签订后，中合恒丰应当协助荃银高科办理相关房屋过

户登记手续，最迟不得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转让标的交割事项 

① 期间损益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日至股权变更办理完毕期间，荃银高盛发

生的经营损益由中合恒丰按持股比例承担或享有。 

② 股权变更、备案 

荃银高科、中合恒丰（以下合称“双方”）需在本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办理股权变更过户手续。 

（4）转让税费的承担 

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由中合恒丰承担。 

（5）违约责任 

① 因任何一方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

方的损失。 



② 如因本公司责任，本公司未按本合同的约定配合中合恒丰办

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导致股权无法过户的，中合恒丰有权提出解除合

同，并要求本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③ 如中合恒丰未能按照本合同第四条约定履行，本公司有权自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以 510 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中

合恒丰追究违约利息。 

（6）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

均可向本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7）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注合同签订日期）、

盖章后且双方履行完相关审批程序后生效。 

（二）《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债权转让标的 

①  本次债权转让所涉债权为荃银高科对荃银高盛享有的经

（2018）皖 0191 民初 2544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全部权益。 

② 本次转让债权标的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本金：壹佰伍拾万元整（小写：1,500,000.00 元）； 

利息：贰佰零伍万贰仟肆佰叁拾捌元贰角捌分（小写：

2,052,438.28 元，以 1,500,000.00 元本金为基数自 2016 年 6 月 24 日

起，按照年利率 12%暂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③ 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贰万陆仟肆佰陆拾伍元整（小写：

26,465.00 元）。 

总计：叁佰伍拾柒万捌仟玖佰零叁元贰角捌分（小写：

3,578,903.28 元）。 



2、债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① 荃银高科、中合恒丰约定以平价方式交易前述债权，中合恒

丰自愿以其名下房产作价 3,578,903.28元用以支付收购上述债权的对

价，房产具体为：中合恒丰开发的位于全椒县万福路 588 号全椒农产

品批发市场 1 幢 102、202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

动产权第 0000105 号）；104、204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

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098 号）；105、205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

【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1 号）；106、206 号商铺（产权

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103 号）；107、207 号商

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095 号）；116、

216 号商铺（产权证号：皖【2018】全椒县不动产权第 0000099 号），

共计面积为：590.04 平方米的房产。 

（2）本协议签订后，中合恒丰应当协助荃银高科办理相关登记

手续，最晚不得迟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因本次交易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及其他为实现债权转让支付

的合理费用由中合恒丰承担。 

3、违约责任 

本协议各方同意，如中合恒丰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履行，

本公司有权按（2018）皖 0191 民初 2544 号《民事调解书》恢复执行。 

4、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注合同签订日

期）、盖章且荃银高科、中合恒丰履行完相关审批程序后生效。 

六、作为支付对价的相关房产评估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合恒丰将以

其名下 1,497.93 平方米的房产作价 8,678,903.28 元，用以支付本次受



让股权及债权对价。上述相关房产已经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了《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

资产价值事宜涉及的全椒县农产品批发市场 14 套房产资产评估报告》

（中铭评报字[2019]第 9013 号）。 

七、担保人的承诺 

为确保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及《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中合

恒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童威先生作出了如下承诺： 

自《债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商铺

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期间，本人童威为安徽中合恒丰农产品市场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如果安徽中合恒丰农产品

市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有任何违约行为或其他致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受损的行为，均由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

期间：两年，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算。 

八、出售股权、债权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出售股权、债权的目的 

近年来，在督促荃银高盛偿还逾期财务资助款项的同时，公司针

对荃银高盛管理薄弱状况，采取了从总部派人监督其运营情况，加强

对荃银高盛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的绩效考核，以及对其经营和财务运行

情况的审计监督等多项措施，但上述措施均未能取得明显成效，荃银

高盛 2015-2018 年累计亏损 668.74 万元。同时，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后续经营开发尚未开展，其业务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鉴于以上情况，为确保逾期财务资助余款能尽快安全收回，加快

清理亏损企业，提升公司整体业绩，同时退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保证本公司主营业务健康发展，本公司拟转让所持荃银高盛的全部股

权和债权。 



2、本次股权转让对荃银高科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对荃银高科当期损益影响为增加投资收益

3,605,151.55 元。 

同时，股权转让将导致荃银高科 2019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更，但不会对荃银高科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由于减少了一个亏损主

体，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会适当减轻荃银高科的业绩压力。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股权转让合同》； 

（五）《债权转让协议》； 

（六）《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

及的全椒县农产品批发市场 14 套房产资产评估报告》； 

（七）《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荃银高盛投资

有限公司资产内部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