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6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基于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总体战略规划，

为了进一步聚焦公司主业，公司拟与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一）公司拟与控股子公司日昇海洋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海

洋”）及广西祥和顺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祥和顺”）的少数股东荣成市

日晟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日晟”）、北京富生恒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生恒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荣成日晟持有的日昇海洋、

广西祥和顺的12.892%、14.65%股权以及富生恒源持有的日昇海洋、广西祥和顺的

4.708%、5.35%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价格按照前次股权转让约定的价格确定，日昇海

洋合计17.6%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250.00万元，广西祥和顺合计20%股权的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3,500.0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日昇海洋88%股权、

广西祥和顺100%股权。 

（二）公司拟与控股子公司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鑫

海洋”）的少数股东荣成市日鑫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鑫水产”） 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受让日鑫水产持有的日鑫海洋49%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日鑫海洋最近一

期的净资产为基础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43,974,993.12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日鑫海洋100%股权。 

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控股子公司日昇海洋及广西祥和顺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日鑫海洋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不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荣成日晟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荣成市日晟水产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荣成市人和镇北卧龙村 

法定代表人：汤日山 

注册资本：1,1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03月20日 

经营范围：水产食品、水产调味品、盐渍海带、盐渍裙带、贝类加工销售，水

产品盐制，水产品冷冻加工储存销售，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海水捕捞，经营备

案范围内的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 

其他说明：荣成日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且具备履约能力。同时，

荣成日晟享有标的公司股权的完整权利，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标的公司股权未设

置过任何质押等权利负担，其有权进行处置。 

2、富生恒源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富生恒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76号1525房间 

法定代表人：张树生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8月1日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策划；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家庭劳务服务；会议服

务。 

其他说明：富生恒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且具备履约能力。同时，

富生恒源享有标的公司股权的完整权利，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标的公司股权未设



置过任何质押等权利负担，其有权进行处置。 

3、日鑫水产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荣成市日鑫水产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荣成市港湾街道办事处玄镇村 

法定代表人：汤日山 

注册资本：3,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05月26日 

经营范围：水产品仓储销售，水产食品、贝类、盐渍海带、盐渍裙带加工销售，

海水捕捞，批发零售鱼粉、虾粉、鱼油、鱼溶浆、饲料原料，水产品盐制、水产调

味品加工销售，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 

其他说明：日鑫水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且具备履约能力。同时，

日鑫水产享有标的公司股权的完整权利，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标的公司股权未设

置过任何质押等权利负担，其有权进行处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日昇海洋的基本情况： 

（1）日昇海洋的概况 

日昇海洋成立于2015年9月9日，注册地为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市，法定代表人

为汤日山，注册资本为500万乌几亚（毛里塔尼亚当地货币计量单位），经营范围包

括海产品收购、海产食品生产与销售、鱼粉（鱼油）生产与销售、捕捞设施维修及

配套服务等。 

（2）日昇海洋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指标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未经审计） 

1 总资产 24,160.41 30,065.61 

2 净资产 16,134.45 15,302.87 

3 其中：实收资本 9.37 9.37 

4 营业收入 22,009.79 12,211.36 

5 营业利润 3,176.86 -525.44 

6 利润总额 3,104.12 -628.05 

7 净利润 3,104.12 -628.05 

（3）日昇海洋的股东情况：目前公司持有其70.4%股权，荣成日晟持有其12.892%



股权，富生恒源持有其4.708%股权，耐迪路•阿赫麦德•阿贝迪持有其6%股权，阿布

达拉希•马汉•西迪持有其2%股权，莫哈迈德•阿布达拉希•布内纳•阿比迪持有其4%股

权。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公司将持有其88%股权，耐迪路•阿赫麦德•阿贝迪持有其

6%股权，阿布达拉希•马汉•西迪持有其2%股权，莫哈迈德•阿布达拉希•布内纳•阿比

迪持有其4%股权。 

（4）其他说明：本次拟收购的日昇海洋17.6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日昇海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截止股

权转让协议签署日，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资金、为其提

供担保等情形。本次交易中日昇海洋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广西祥和顺的基本情况 

（1）广西祥和顺的概况 

公司名称：广西祥和顺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海市侨港镇半岛北海钦国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厂房 

法定代表人：汤日山 

注册资本：4,411.78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03日 

经营范围：远洋渔业捕捞，对远洋渔业捕捞项目的投资（不含生产经营）；海捕

产品及船舶设备、水产品加工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捕捞技术的咨询和服务。 

（2）广西祥和顺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计量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指标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未经审计） 
1 总资产 16,856.04 18,851.61 

2 净资产 8,638.84 12,337.37 

3 其中：实收资本 3,529.42 3,529.42 

4 营业收入 4495.98 7,986.58 

5 营业利润 -463.48 1,131.42 

6 资产处置收益 -2,510.05 0.00 

7 利润总额 -437.08 3,691.32 

8 净利润 -437.08 3,698.53 

（3）广西祥和顺的股东情况：目前公司持有其80%股权，荣成日晟持有其14.65%

股权，富生恒源持有其5.35%股权。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公司将持有其100%股权。 



（4）其他说明：本次拟收购的广西祥和顺2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广西祥和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截止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资金、为其

提供担保等情形。 

3、日鑫海洋的基本情况 

（1）日鑫海洋的概况 

公司名称：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荣成市港湾街道玄镇村 

 法定代表人：程大卫 

 注册资本：叁仟零陆拾壹万贰仟贰佰元整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06 日 

 主营业务：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加工销售鱼粉、虾粉、鱼油、鱼溶浆、

鱿鱼膏、鱿鱼粉、饲料原料；水产品仓储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物道路运

输。 

（2）日鑫海洋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计量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指标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未经审计） 
1 总资产 15,291.66 12,895.44 

2 净资产 10,222.54 8,974.49 

3 其中：实收资本 3,061.22 3,061.22 

4 营业收入 8,315.50 10,229.03 

5 营业利润 406.53 458.56 

6 利润总额 407.15 459.15 

7 净利润 379.94 431.94 

（3）日鑫海洋的股东情况：目前公司持有其51%股权，日鑫水产持有其49%股

权。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公司将持有其100%股权。 

（4）其他说明：本次拟收购的日鑫海洋49%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日鑫海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截止股权

转让协议签署日，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资金、为其提供

担保等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根据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受让日昇海洋

70.40%股权、广西祥和顺80%股权的受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25,000万元、14,000万元，

公司本次受让日昇海洋17.60%股权、广西祥和顺20%股权均按照前次股权转让约定

的价格确定，即日昇海洋合计17.6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250.00万元，广西祥

和顺合计2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500.00万元。 

（二）本次日鑫海洋的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以日鑫海洋最近一期的净资产为基

础协商确定，日鑫海洋2019年8月31日的净资产为897,448,83.91元，故本次日鑫水产

持有的日鑫海洋49%股权的转让价格为43,974,993.12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日昇海洋、广西祥和顺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款 

甲方（即“荣成日晟”，下同）、乙方（即“富生恒源”，下同）两方合法持有的日

昇海洋 17.60%的股权。其中：甲方向丙方（即“公司”，下同）转让的股权比例为

12.892%；乙方向丙方转让的股权比例为 4.708%。各方同意并确认，上述出让方拟

转让给受让方的标的物为出让方持有的日昇海洋 17.60%股权，该标的物的转让价款

按照各方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价格确定（前次股权转

让例为 70.4%，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即上述合计 17.60%的股权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6,250.00 万元。其中：甲方向丙方转让的日昇海洋股权价款为 4,578.125

万元，乙方向丙方转让的日昇海洋股权价款为 1,671.875 万元。 

甲、乙两方合法持有的广西祥和顺20%的股权。其中：甲方向丙方转让的股权比

例为14.65%；乙方向丙方转让的股权比例为5.35%。各方同意并确认，上述出让方拟

转让给受让方的标的物为出让方持有的广西祥和顺20%股权，该标的物的转让价款按

照各方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价格确定（前次股权转让例为

80%，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4,000万元），即上述合计2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500.00万元，其中：甲方向丙方转让的广西祥和顺股权价款为2,563.75万元，乙方

向丙方转让的广西祥和顺股权价款为936.25万元。 

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此次股权转让交易。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根据上述约定，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7,141.875 万元，应向乙方支付股

权转让款 2,608.125 万元。上述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分别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具体如下： 

（1）本协议生效后的 30 日内由丙方向甲、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总

金额为 4,000 万元，其中：支付给甲方 2,900 万元，支付给乙方 1,100 万元。 

（2）其余股权转让款于由丙方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给甲、乙方。 

3、本次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 

（1）本次股权转让已得到百洋有权机关的批准。 

（2）本次股权转让的正式法律文件已全部签署，广西祥和顺、日昇海洋及其所

在地相关机构均已通过必要的决议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如有需要）。 

4、违约和赔偿责任 

（1）除不可抗力事件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

作的声明和保证有任何虚假、不真实、或对事实有隐瞒或重大遗漏，均构成违约。 

（2）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协议各方在签署本协议时无法预见、对其发生无法避

免或对其后果无法克服而导致任何一方部分或完全地无法履行本协议任何条款的事

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水灾、战争、政变、罢工、疫症及任何其它

前述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或克服的情形。 

（3）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赔偿各守约方因该违约而遭受或产生的一切损

失。本条款中的“损失”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解释，包括一方

为纠正该违约而采取法律行为时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5、生效、变更或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内容予以

变更。本协议执行完毕后即自动终止。 

（二）日鑫海洋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标的股权转让 

（1）甲方（即“日鑫水产”，下同）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及与该等股权相关

的权益、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予乙方（即“公司”，下同）。 

（2）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及与该等股权相关的

权益、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 



（3）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各方及目标公司完成对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申请文件

的准备和签署（包括不限于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的其

他文件），目标公司负责指派人员办理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负有配合义务。 

（4）自工商登记变更办理完毕之日（“完成日”）起，乙方即享有和承担与标的

股权有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甲方则不再享有和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和

义务。  

（5）标的股权完成日后的股息归属于受让方。双方确认股权转让对价已考虑到

完成日前标的股权附带的股息，受让方或目标公司无需再向甲方支付额外款项。 

2、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 

经本协议双方协商确定，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目标公司（未经审计）净资产

为人民币 89,744,883.91 元，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按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进行计算，即为人民币 43,974,993.11 元。上述转让价款分两期支

付，由甲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具体如下： 

（1）本协议生效后的 30 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金额

为人民币 18,000,000 元； 

（2）其余股权转让款共计 25, 974,993.11 元由乙方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

方支付完毕。 

3、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甲方于本协议生效后不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配

合准备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文件义务，或于协议签署后拒绝履行其他配合义务实现工

商变更登记，或因甲方任何其他原因致使主管工商部门不予受理或办理目标公司工

商变更登记，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2）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赔偿

守约方的全部损失。 

4、税费承担 

本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所述之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有关税费分别由甲、乙

双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自行承担。 

5、其他 



（1）本协议构成双方之间就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及有关事项的全部及唯

一的协议文件，并取代任何以往无论是否以书面方式做出的初稿、意向、协议、承

诺、陈述及安排。 

（2）甲方、乙方均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各自独立的承担在本协议项下的法律责

任，享有本协议项下的权利。 

（3）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乙方各执壹份，目标公司执壹份，工商变更壹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是为了进一步聚焦公司主业，符合公

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优化整体资源配置，一方面将减少子公

司少数股权对公司利润的摊薄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利润水平；另一方面，将进一

步加强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推进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本次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是增加公司的持股比例，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

投资带来不利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待签署）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