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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转让公司所持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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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级国资主管部门及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交易概述 

1.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将公司持有的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生态旅游公司”）全部股权（51%）及迭部县扎尕那康

养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养置业公司”）全部股权（70%），

以评估价9,104.03万元作为转让底价，公开挂牌转让。 

2.本次交易将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挂牌价格以资产

评估值为基础。本次交易存在成功与否的风险，交易对象和最

终交易价格尚无法确认，暂不清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



在挂牌交易程序结束后，另行公告具体情况。 

3.本次交易事项已经过2021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

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拟

公开转让公司所持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交易事项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4.生态旅游公司于2021年4月申请项目贷款5.6亿元（目前

已到位银行贷款20,000万元），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此次股权转让将涉及到公司为该笔贷款担保责任的同步转移，

须取得该笔贷款的贷款银行的同意，并将贷款担保责任转由受

让方承担。 

5.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扎尕那旅游特色小镇项目由扎尕那旅游景区、扎尕那旅游小

镇和扎尕那生态康养社区三部分组成，形成“以景区为发展龙头、

以旅游小镇为延伸服务、以康养社区为功能补充”的经营发展格

局。 

该项目运营架构及运营主体如下： 



 
项目名称 运营主体 注册资本 股东构成 

扎尕那旅游特

色小镇项目 

迭部县扎尕那生

态旅游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4,000万元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040万元，股权占比51%；正一信

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投资1,560万元，股权占比39%；迭

部县国有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400万元，股权占比10% 

子项目名称 运营主体 注册资本 股东构成 

扎尕那生态康

养社区项目 

迭部县扎尕那康

养置业有限公司 
4,000万元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800万元，股权占比70%：迭部县

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200万元，股权占比30% 

扎尕那旅游景

区项目 

迭部县扎尕那旅

游景区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万元 
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元，股权

占比100% 

扎尕那旅游小

镇项目 
该项目暂未启动运营，待条件成熟后另行成立运营主体，负责该子项目的独立运营 

本次所转让的股权为公司所持生态旅游公司全部股权（51%）

及康养置业公司全部股权（70%）。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

再持有扎尕那旅游特色小镇项目所有运营主体的股权，将从扎尕

那旅游特色小镇项目完全退出。 

（一）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基础信息 

名称：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公司持有生态旅游公司51%控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

未涉及有关资产的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扎尕那旅游特色小镇项目 

扎尕那旅游景区 扎尕那旅游小镇 扎尕那生态康养社区 

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 迭部县扎尕那旅游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待定 

运营主体 

运营主体 运营主体 运营主体 



注册地址/所在地：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政府统办楼 

法定代表人：景英杰 

注册资本:4,000万元 

设立时间：2018年7月19日 

主营业务:文化、旅游、健康医疗项目的开发与运营管理；

生态、旅游、民族、文化产业项目投资；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文艺创作、企业策划、管理、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运营、景

区规划、设计、运营管理；旅游宣传策划、旅游产品开发和销售、

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赛事、文体活动策划、体育运动项目经

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文化传媒广告制作、投放、文化

旅游产业相关网络平台建设、运营及技术支持、会议会展的策划

及相关服务；文化传播、农业、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农业发展、

藏药种植、生产、销售及产业扶贫的开发建设及相关服务；产业

投融资项目担保；土地开发项目投资、土地流转、土地使用权抵

押贷款；农村闲置宅基地收储、农村空闲宅基地抵押、新农村建

设；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及能源供应、排水、交

通、邮电通信、环保、防灾等基础设施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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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51% 

正一信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39% 

迭部县国有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1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是 

历史沿革：经2018年6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于2018年7月19日注册成立。初始注册资

本1,000万元，后经所有股东同比例增资，目前注册资本4,000

万元。 

其他事项：公司为生态旅游公司于2021年4月申请的银行贷

款5.6亿元提供了全额保证担保责任；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

为生态旅游公司提供流动资金借款本息合计328.46万元（本金

245万元，利息83.46万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为生态旅游公

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生态旅

游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审计评估情况 

1）资产审计情况 

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基准日：2021年08月31日 

审计结果：账面净资产2,664.79万元 

2）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2021年08月31日 

评估结果：评估净资产5,010.21万元，评估增值2,345.43

万元，增值率88.02% 

3.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20 年 2021年 1月-8月 

资产总额 2,243.38 23,500.85 

负债总额 336.37 20,836.06 

应收款项总额 1,201.86 21,758.1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907.01 2,664.79 

营业收入 86.99 373.26 

营业利润 -394.5 -242.23 



净利润 -396.62 -24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5 -132.66 

是否经审计 是 是 

 

（二）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 

1.公司基础信息 

名称：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公司持有生态旅游公司70%控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

未涉及有关资产的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注册地址/所在地：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西河滩社会福利院 

法定代表人：景英杰 

注册资本:4,000万元 

设立时间：2019年12月17日 

主营业务: 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旅游宣传促销策划、

旅游产品开发和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 施建设、旅游项目投资；

工艺品的开发和销售，会议会展的策划 及相关服务、文化传播，

园林绿化，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中介服务；土地开发项目

投资、土地流转、物业管理，停车服务,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房

屋租赁；酒店投资；饭店经营与管理；餐饮服务；商业运营管理；

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农业、生物技术推广服

务；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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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70% 

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是 

历史沿革：康养置业公司是扎尕那生态康养社区项目的运营

主体，成立于2019年12月17日，初始注册资本1,000万元，后经

所有股东同比例增资，目前注册资本4,000万元。 

其他事项：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为康养置业公司提供

流动资金借款本息合计5,070.08万元（本金4,389万元，利息

681.08万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为生态旅游公司提供担保、

财务资助、委托该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生态旅游公司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2.审计评估情况 

1）资产审计情况 

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基准日：2021年08月31日 

审计结果：账面净资产2,282.60万元 

2）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2021年08月31日 

评估结果：评估净资产9,355.46万元，评估增值7,072.87

万元，增值率309.86% 

3.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20 年 2021年 1月-8月 

资产总额 9,117.37 40,235.68 

负债总额 6,129.97 37,953.08 

应收款项总额 10.47 891.1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2,987.4 2,282.60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025.6 -704.51 



净利润 -1,025.6 -70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5.59 -1,355.90 

是否经审计 是 是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11373

号《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迭部县扎尕那生态

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11374 号《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拟

股权转让涉及的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报告显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

值，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经评估，生态旅游公司在 2021 年

8 月 31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5,010.21万元，康养置业

公司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9,355.46

万元。 

本次交易底价参照上述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依照公司持股比

例确定。 

故公司所持股权估值情况如下： 

名称 评估价值（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 
公司股权评估价值

（万元） 

生态旅游公司 5,010.21 51% 2,555.21 

康养置业公司 9,355.46 70% 6,548.82 

合计   9,104.03 

公司所持生态旅游公司全部股权（51%）评估价值为 2,555.21

万元，康养置业公司全部股权（70%）评估价值为 6,548.82万元，

合计评估价值为 9,104.03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将以公司所持全部股权合计评估价值



9,104.03万元为转让底价，公开挂牌转让。 

四、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以及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留存公司经营自用。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扎尕那旅游特色小镇项目涉及房地产业务，公司拟将

持有的生态旅游公司全部股权（51%）及康养置业公司全部股权

（70%）以评估价值9,104.03万元为转让底价，公开挂牌转让。

若本次交易得以实施，公司将增加现金流入9,104.03万元，预

计将增加投资收益约5,500万元。通过本次交易，将进一步降低

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益。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生态旅游公司及康养置业公司不再

为本公司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其他 

1.生态旅游公司于2021年4月申请项目贷款5.6亿元（目前

已到位银行贷款20,000万元），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全额保证

担保。此次股权转让须取得该笔贷款的贷款银行的同意，并将

贷款担保责任转由受让方承担。 

2.公司目前分别为生态旅游公司和康养置业公司提供流动

资金借款本息328.46万元和5,070.08万元，合计5,398.54万元。

上述借款在股权转让的同时，须由生态旅游公司和康养置业公

司一次性全额归还公司。 

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迭部县扎尕

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 

5.《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迭部县扎尕

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