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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2011-02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兰州宇通”）80

％股权转让给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宇通集团”）。 

� 六名关联董事回避对该关联交易的表决，七届三次董事会一

致同意通过了该关联交易议案。 

� 宇通集团承诺，收购完成后确保兰州宇通将来所从事的业务

不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该交易系公司将持有兰州宇通 80％的股权转让给宇通集团，具

体方案安排如下： 

以 201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股权进行评估，并按照合理

价格出售该股权。出售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兰州宇通股权。 

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以传签方式召开，审议

通过了该关联交易议案（六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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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关联方基本情况关联方基本情况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高新区长椿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汤玉祥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注册号码：410199100008997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与销售；工程机械、混凝土机械、

专用车的生产、销售和租赁等。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宇通集团总资产 1,918,682.2 万元，

净资产 582,293.2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三三三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兰州宇通 80％股权。 

2、标的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325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兵  

注册号码：620102000003037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客车(不含小汽车、发动机)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

配件的生产及销售等。  

股东情况：本公司出资比例为 80%、甘肃省公路运输服务中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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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比例为 11.67%、甘肃驼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8.33%。 

经营情况：自 2009 年 10 月底起停产至今。 

3、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和 2011 年 6 月 16 日通过邮

寄方式向甘肃省公路运输服务中心和甘肃驼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发

出《股权转让征求同意函》和《股权转让征求同意函（补充）》，若截

止 2011 年 7 月 25 日，该两位股东未明确表示行使同等条件下优先购

买权的，则视为同意本次交易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4、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根据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1）92 号】，标的公司评

估结果如下： 

    在评估基准日2011年4月30日，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申报评估

的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6,612.59万元，负债1,712.43万元，净资产

（股东全部权益）4,900.16万元；评估值总资产为6,851.36万元，负

债1,712.43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5,138.93万元。与经审计

后的账面价值比较，总资产评估增值238.77万元，增值率为3.61%，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增值238.77万元，增值率为4.87%。 

四四四四、、、、交易合同的情况交易合同的情况交易合同的情况交易合同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值为4111.14万元，公司与宇通集团通过协商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交易对方：宇通集团 

合同签署日期：2011年5月16日（补充协议签署日为6月15日） 

交易标的：公司持有兰州宇通80%的股权 

交易价格：4484.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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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策略：较评估值溢价9% 

交易结算方式：交易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及其他股东未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行使优先受让权条件成就之日

支付定金500万元；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 

合同的生效条件：交易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同意；截止2011年7月

25日，甘肃驼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和甘肃省公路运输服务中心未按照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 

五五五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宇通集

团承诺确保兰州宇通将来所从事的业务不会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如

果兰州宇通其他股东在与宇通集团购买标的股权的同等条件下行使

优先购买权，则此次交易对方直接变更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 

六六六六、、、、该交易该交易该交易该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自2003年成立以来，兰州宇通依靠宇通品牌市场影响力取得了较

大发展。但由于兰州宇通生产经营用地系租赁取得，给兰州宇通的发

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兰州宇通在设备投资、技术改造和工艺

革新等方面无法加大投入，生产工艺不能达到宇通客车整体要求。与

同一梯队竞争对手相比，兰州宇通市场竞争力下降，客户认可度低。

兰州宇通已错过最佳发展时机，并于2009年10月停止生产经营。 

鉴于兰州宇通各股东之间就停止生产经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为

了有效促进兰州宇通各股东之间的沟通，降低公司的对外投资风险，

控股股东宇通集团同意受让公司所持有兰州宇通8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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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

义务，该关联交易价格合理，有利于减少公司对外投资的损失，未损

害其他非关联股东的权益。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1、七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 

所涉及的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涉及的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涉及的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涉及的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摘要评估报告摘要评估报告摘要评估报告摘要    
 

亚评报字【2011】92号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对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1年 4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简要报告如下： 

评估目的：通过对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申报的截至2011年4月30日经审计后的

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以确定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拟进行的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审计后的资产和负债。 

评估基准日：2011年4月30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2011年4月30日，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经

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6,612.59万元，负债1,712.43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4,900.16万元；评估值总资产为6,851.36万元，负债1,712.43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

益）5,138.93万元。与经审计后的账面价值比较，总资产评估增值238.77万元，增值率

为3.61%，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增值238.77万元，增值率为4.87%。资产评估

结果汇总表如下，评估结果的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1年 4 月 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4,554.99 4,589.45 34.46 0.76% 

2 非流动资产 2,057.60 2,261.91 204.31 9.93%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1,107.60 1,311.91 204.31 18.45% 

9       在建工程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950.00 950.00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6,612.59 6,851.36 238.77 3.61% 

21 流动负债 428.79 428.79   

22 非流动负债 1,283.64 1,283.64   

23 负债总计 1,712.43 1,712.43   

24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4,900.16 5,138.93 238.77 4.87% 

 

对评估结论的说明： 

1、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受运输成本和厂区空间限制，无法继续大规模投入资金

进行技术改造，导致不能满足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的要求，公司已于 2009年 10月底停

止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评估以兰州宇通持续经

营使用为假设前提之一，若该假设不成立，则评估结论不成立，评估报告无效。 

    2、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使用的土地为租赁甘肃驼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租赁面积为78,587.00平方米，合110.38亩，租赁期限为自兰州宇通客车有

限公司成立起连续计算30年，与公司成立时签订的《合资合同》规定的合营期限相符，

土地租金为每年160万元人民币，每5年递增一次，增幅10%。本次评估作价时，评估人

员对委估资产的评估是基于持续使用假设，未考虑该土地使用权对委估资产评估值的影

响。 

3、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为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投入的商标使用权，折合人民币 1,200万元。根据兰州宇通客

车有限公司成立时签订的《技术出资合同》，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出资的商

标使用权仅限于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使用，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转卖、抵押或许可第三方使用。由于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已于 2009年 10月底停

止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未来发展状况无法合理估计，该无形资产预期收益无法合

理预测，评估机构无法确定该资产的价值，暂将其账面价值列示于评估值中，评估机构

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该资产不发表意见。 

4、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中，部分固定资产系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成立时的

职工安置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1年 4月 30日该部分资产账面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面价值 
项目 

原值 净值 
备注 

房屋建筑物 20,864,117.99 2,277,635.22 房屋申报明细表 1-22项 

机器设备 14,806,969.11 1,159,341.68 机器设备申报明细表 1-303项 

运输设备 894,000.00 44,700.00 车辆申报明细表 1-13项 

电子设备 95,998.00 4,738.10 电子设备申报明细表 1-14项 

合计 36,661,085.10 3,486,415.00  

 

与职工安置资产对应的“其他应付款---职工安置费”截止评估基准日的账面金额

为 2,777,192.60元。由于该部分资产系职工安置资产且相关安置费用尚未支付完毕，故

本次评估我们对职工安置所涉及的固定资产和相关负债未予评估，暂按账面值列示于评

估值中。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充分考虑评估报告正文中描述的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假设条

件、特别事项及使用限制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及评估报告中列示的其他使用者为本次评估目的参考使

用。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经本评估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

估师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任何公开媒体。 

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11年 4月 30日起至 2012年

4月 29日止。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

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