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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审议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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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相关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或备案后实施。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着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为进一步加
快推进股权转让工作，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云天化集团”
）2017 年 5 月 15 日和 5 月 17 日签订《承诺函》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公告：云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函》
），对交易可能导致公司大额债权和大额担保
的相关风险防范和补偿进行了承诺。鉴于以上情况，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重新审议通过转
让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股权的事项。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资管公司”）
签订《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
），将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海云天化”）96.43%的股权转让给云南省资管公司。
因云南资管公司总经理杨雁霞女士兼任公司监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10.1.3 条规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的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方为云南资管公司。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议案，因云天化集团公司进行了相
关承诺，出于审慎考虑，云天化集团委派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
俞春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交易方介绍
（一）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注册成立，是经
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地
方资产管理公司，系云南省省级地方资产管理平台。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高路云铜康柏尔大厦 C 栋
法定代表人：杨槐璋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资产经营管理、受托管理资产、
经济咨询与服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资管公司总经理杨雁霞女士兼任公司监
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10.1.3 条

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的规定，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方为云南资管公司。
（二）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 15 号
法人代表：孙赟
注册资本：201.38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和管理省级基本建设基金和省级专项建设基金，
对省安排的寄出产业、基础设施、优势产业项目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在
云南省重要投资项目，采取参股和根据国家批准的融资业务等方式进
行投资和经营管理。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980.00 亿元，净资产 591.96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695.82
亿元，净利润为 18.08 亿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1.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青海云天化是由公司和青海甘河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甘河工业园”）共同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规模为
24 万吨/年磷酸二铵、80 万吨/年高塔复合肥以及 20 万吨/年硫铵或
料浆法复合肥。
注册地址：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师永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并销售化肥及农用氮磷钾肥（以上项目凭许可证
经营）；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不含
粮油）销售；合成氨、氟硅酸钠生产销售。
2.甘河工业园同意放弃对青海云天化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3.青海云天化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众环云审字﹝2017﹞0313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青海云
天化账面总资产 38.31 亿元、负债 44.29 亿元、净资产-5.98 亿元，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7.70 亿元，净利润-6.12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6.14 亿元。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青海云天化资产总额 39.17 亿元、负债
45.73 亿元、净资产-6.56 亿元，
2017 年 1 月—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94
亿元、净利润-5,805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056 万
元。（2017 年 1 月—3 月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青海云天化股权，青海云天化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由公司
为青海云天化 155,720 万元借款提供的担保继续生效，并随着相关借
款的到期予以解除，公司不再为青海云天化提供新增担保﹝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 2017-055 号公
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17 日，青海云天化向公司借款余额为 24.31
亿元，完成债转股增资后﹝债转股增资相关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 2017-037 号公告﹞，借款余
额为 20.60 亿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青海云天化应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将所欠款项全部归还给公司。
(二)关联交易标的价格确定

受交易双方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
（评报字﹝2017﹞
3271 号），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青海云天化 净资产评估价值 为 -37,082.03 万元，与账面值
-59,801.45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22,719.42 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尚
需云南省国资委备案批准，详细情况如下表：
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减值
增值率%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128,092.71

131,901.40

3,808.69

2.97

二、非流动资产

2

255,022.94

272,269.17

17,246.23

6.76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固定资产

6

199,184.49

202,204.53

3020.04

1.52

在建工程

7

44,900.28

38,589.82

-6,310.46

-14.05

无形资产

8

2,444.29

22,980.94

20,536.65

840.19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2,228.41

22,707.96

20,479.55

919.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8,493.88

8,493.88

0.00

0.00

资产总计

11

383,115.65

404,170.57

21,054.92

5.50

三、流动负债

12

362,737.34

362,737.34

-

0.00

四、非流动负债

13

80,179.76

78,515.26

-1,664.50

-2.08

负债总计

14

442,917.10

441,252.60

-1,664.50

-0.38

净资产

15

-59,801.45

-37,082.03

22,719.42

37.99

注：1.在建工程评估减值 6,310.46 万元，减值率 14.05%，主要原因为在建项目账面价
值中含有摊销费用，而在评估时只考虑其作为二手设备费评估，不考虑前期及其他费用摊销，
从而造成评估减值。
2.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20,479.55 万元，增值率 919.02%，主要因待估宗地取得时工业
园区正处于建设初期，土地取得较便宜，随着工业园区的发展及配套设施的完善，土地增值
较快。

以此评估价值为基础，公司拟通过债转股方式对青海云天化进行
增资 37,082.03 万元，补足评估价值与交易价格 1 元人民币之间的差
额。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损益
由受让方云南资管公司承担或享有。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双方
买方：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卖方：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双方约定，最终的交易价格为 1 元人民币，最终的交易价
与评估报告确定的净资产价值之间的差额，由青海云天化股东云南云
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债转股增资的方式予以补足,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日的损益由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或享有。
（三）双方约定，公司为青海云天化借款提供的担保继续生效，
并随着相关借款的到期予以解除，公司不再为青海云天化提供新增担
保。
（四）双方约定，青海云天化应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将所欠公
司款项全部归还公司。
（五）该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和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的批准或备案批准后实施。
五、风险防范措施
1.关于大额债权的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的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作出承诺：对于上市公司对青海云天
化总计人民币 15.57 亿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果因青海云天化
违反主债务合同约定导致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云天化集团同
意在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 10 个工作日内偿还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支
出的全部款项，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主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并赔偿
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 关于大额担保的风险控制措施

就公司对青海云天化总计人民币 15.57 亿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公司控股公司云天化集团作出承诺：如果青海云天化违反主债
务合同约定导致公司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云天化集团同意在公司承担
担保责任后 10 个工作日内偿还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支出的全部款项，
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主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并赔偿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
损失。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青海云天化投产以来，由于装置运行及产品结构等问题未得到有
效解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亏损。
2016 年青海云天化亏损 6.12 亿元，
2017 年 1 季度,青海云天化经营情况未出现明显好转，亏损 5,808 万
元，预计全年扭亏难度较大。转让青海云天化股权后，青海云天化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有利于减少公司当期亏损，维护上市公司整体
利益。
七、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安排公允，对后续大额债权无法收回、承担大额或
有担保债务、计提大额坏账准备等风险，由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
承诺进行兜底，上市公司承担相关损失的风险较小。本次转让青海云
天化股权的实施，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未来长远发展，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八、备查文件
（一）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三）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

（评报字﹝2017﹞3271 号）
（四）云天化集团《承诺函》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