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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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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实现公司产业链的延伸，推进公司在原料供应和生产规模方面实现协同效

应的发展战略，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67%的股

权，具体转让比例如下：收购股东李柏根持有的 30.92%的股权，收购股东张新

春持有的 10.05%的股权，收购股东黑文军持有的 10.05%的股权，收购股东张新

武持有的 8.57%的股权，收购股东张勇持有的 7.41%的股权。 

经股权转让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双方共同聘请的资产评估机

构做出的评估结论为基础，并以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审批并同意备案

的结果为最终确定。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29,911,506.92 元，

净资产为 214，858，909.79 元，预计收购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

金额为 2,613.00 万元，该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1.36%，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12.16%，均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定，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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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现金方式收购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67%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同

意公司与李柏根等 5名自然人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会议

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关联董事，无需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需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并同意备案。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自然人 

姓名：李柏根 

住所：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北墙村七队 57 号 

 

2、自然人 

姓名：张新春 

住所：安徽省凤阳县大庙镇大庙村庙东队 391 号 

 

3、自然人 

姓名：黑文军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淞虹路 650 弄 7 号 302 室 

 

4、自然人 

姓名：张新武 

住所：安徽省凤阳县大庙镇大庙村庙东队 3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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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然人 

姓名：张勇 

住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龙湖村 16-8 室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大庙镇石英砂集中加工区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实收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柏根，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大

庙镇石英砂集中加工区 ，经营范围：各种型号石英砂湿法加工、生产、销售。 

各股东持股情况： 

编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柏根 9,224,000 46.12% 

2 张新春 3,000,000 15.00% 

3 黑文军 3,000,000 15.00% 

4 张新武 2,554,000 12.77% 

5 张勇 2,222,000 11.11% 

合计 20,000,000 100.00% 

2018 年 7 月 30 日，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公司现有股

东 5 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各自放弃本次股权

转让的优先认购权。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审字[2018]第 23-00236）审计，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66,892,040.06

元，负债总额为 33,929,582.52 元，应收账款总额为 17,583,958.28 元，净资产为

32,962,457.54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86,600,692.73 元，净利润为 1,958,801.88

元。  

经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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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8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的

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2,962,457.54 元，评估价值 39,080,677.48

元，增值率为 18.56％。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形。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交易标的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此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在对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后，以成本

法（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在持续经营等假设条件下，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

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6,689.20 万元，评估值 7,301.03 万元，评估增值 611.82 万元，

增值率 9.15 %。 

负债账面价值 3,392.96 万元，评估值 3,392.96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 

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 3,296.25 万元，评估值 3,908.07 万元，评

估增值 611.82 万元，增值率为 18.56 %。 

 

（四）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 

转让方保证转让股权是转让方的真实出资，是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股权，拥有

完全的处分权。转让方保证对其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 并

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转让方承担。 

 



公告编号：2018-017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以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经审计和评估）为基础，并经友好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凤阳龙泽源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8]第 178号），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

格为 1.95 元/股，龙泽源 13,400,000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2，613 万元，待本次

股份转让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核准及备案同意后，股份转让双方将

根据届时的核准及备案结果对前述价款予以必要调整。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

次股份转让的交易价款采取现金方式，分三期支付，具体如下： 

首期支付 1,300 万元，时间为本次交易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5日内。第二期

支付 9,603,589.86 元加/减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过渡期损益，时间为本次

股份转让涉及的工商登记备案完成且龙泽源完成相关资产、管理资料交接及人员

重新考核聘任上岗, 且过渡期损益结果经交易双方确认之日起 5 日内。最后一期

支付 3,526,410.14 元，该笔款项系留存的保证金，支付的时间为分批次按本次

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或其声明、承诺等各类事项约定时间达成

之时。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龙泽源股东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凤阳琅琊山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13,400,000 67.00 

李柏根 3,040,000 15.20 

张新春 990,000 4.95 

黑文军 990,000 4.95 

张新武 840,000 4.20 

张勇 740,00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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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000,000 100.00 

本次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后，龙泽源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工商登记管

理部门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变更手续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业绩承诺及对赌的相关情形。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凤阳矿业持有龙泽源有限公司 67%的股份，龙泽源成

为凤阳矿业的控股子公司，其独立法人地位不发生变化。 

通过本次并购，凤阳矿业可以使在保持原有经营领域的同时，向下游领域

扩张，以合理的成本实现产业链延伸，用并购的方式快速实现企业的规模拓展。 

凤阳矿业所开采的石英岩矿石,是龙泽源主要产品的关键上游领域。凤阳

矿业与龙泽源在石英岩-石英砂产业领域的上下游关系密切,双方基于产业战

略导向和产业价值链思维达成战略性合作，这将极大强化凤阳矿业与龙泽源之

间的产业协同作用，将长期利好凤阳矿业、龙泽源及区域内石英砂产业链的持

续健康发展。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审计报告》 

（三）《评估报告》 

（四）《股份转让协议》 

（五）《法律意见书》 

 

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