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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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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关于控股子公司重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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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重组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方案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重组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一、本次重组概述
（一）重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资本布局、聚焦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服务，同时推动浙江省民
爆产业重组整合，2017 年 9 月 12 日，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物产中大或公司）与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集团）签订了《民
爆企业重组协议》。按照该协议，公司以其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
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民爆）中的全部股权（出资额 8,308.082 万元，占
物产民爆股权比例为 76.8692%，所属权益评估作价 12,663.432008 万元）作为
出资，机电集团以在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联民爆）中的全
部股权（出资额 2,068.555 万元，占永联民爆股权比例为 41.3711%，所属权益
评估作价为 37,922.342644 万元）以及所收购的杭州和聪物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和聪物源）在物产民爆中的全部股权（出资额 2,500 万元，占物产
民爆股权比例为 23.1308%，所属权益评估作价 3,810.567992 万元）作为出资，
双方共同新设成立“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最
后核定为准，以下简称：新联民爆）。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持有新联民爆 23.28%的股权，物产民爆成为新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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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的全资子公司，物产民爆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为间接参股公司。
（二）会议审议情况
2016 年 11 月 4 日，公司召开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启动物产民爆重组工
作。2017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机电集团签署
《民爆企业重组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治理纲
要》、
《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控股子公司重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三）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三）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延安路 95 号
（四）法定代表人：王敏
（五）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六）主营业务：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机电产品的
开发、生产；机电设备成套；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焦炭、化工产品
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装饰材料的销售；仓储服务；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煤炭销售（无储存）、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限分支
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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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最近一年财务指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经审计后资
产总额 119.72 亿元，净资产 50.65 亿元；2016 年营业总收入 96.21 亿元，净利
润 3.04 亿元。

三、重组企业基本情况
（一）物产民爆基本情况
物产民爆注册资本 10,808.082 万元，其中：物产中大出资额为 8,308.082
万元，占 76.8692%；杭州和聪物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出资额为 2,500 万元，占
23.1308%。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物产民爆经审计后资产总额 72,097.844434
万元，净资产 9,246.548476 万元；2016 年营业收入 117,834.167596 万元，净
利润：-7,881.4911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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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联民爆基本情况
永联民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机电集团出资额为 2,068.555 万元，
占 41.3711%；兰溪市众联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1,052.575 万元，占 21.0515%；
浙江遂昌新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841.165 万元，占 16.8233%；19 位自然人
合计出资额为 1,037.705 万元，占 20.754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永联民
爆经审计后资产总额 58,346 万元，净资产 26,546 万元；2016 年营业收入 59,052
万元，净利润：3,744 万元。

四、新设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最后核
定为准）
（二）经营范围：民爆实业投资、股权管理，民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民爆高新技术的成果产业化（暂定，以工商管理部门最后核定为准）。
（三）注册资本：12,876.637 万元
（四）出资方式：物产中大所属权益为 12,663.432008 万元，对应新联民爆
12,876.637 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额为 2,997.6811 万元，占新联民爆最终股权比
例 为 23.28% ； 机 电 集 团 所 属 权 益 为 41,732.910636 万 元 ， 对 应 新 联 民 爆
12,876.637 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额为 9,878.9559 万元，占新联民爆最终股权比
例为 76.72%。
（五）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安排
新联民爆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由机电集团和物产中大按
照约定分别推荐，共同参与经营管理。

五、方案具体情况
（一）资产评估价值。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经机电集团
与物产中大双方确认，重组双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如下：
物产民爆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6,474 万元，其中：物产中大所属股权
权益为 12,663.432008 万元，和聪物源所属股权权益为 3,810.567992 万元；永
联民爆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81,933 万元（其中，国有独享 6,866.51 万元），
其中，机电集团所属股权权益为 37,922.342644 万元。
（二）物产中大与机电集团双方共同出资成立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3

（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最后核定为准）。
出资方式为以下双方持有的股权：物产中大持有物产民爆的股权；机电集团
持有永联民爆的股权，机电集团按评估价值（即 3,810.567992 万元）收购和聪
物源持有物产民爆的股权。
（三）新联民爆的注册资本为以上股权的合计数，即：12,876.637 万元。
新联民爆的股权比例按上述出资股权所属权益的评估价确定，即：机电集团所属
权 益 为 41,732.910636 万 元， 对应 12,876.637 万 元注 册资 本的 出 资额 为
9,878.9559 万元，占 76.72%，物产中大所属权益为 12,663.432008 万元，对应
12,876.637 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额为 2,997.6811 万元，占 23.28%。

六、其他事项
（一）债权处置及担保事项的约定
在本重组协议签订并完成重组（即新联民爆完成工商登记）后，物产中大对
物产民爆的借款，到期前由机电集团以其所持新联民爆的股权提供担保，到期后
由物产民爆归还物产中大及关联企业，由机电集团向其提供借款，物产中大以其
所持新联民爆的股权提供相应的担保。
在本重组协议签订并完成重组（即新联民爆完成工商登记）前，物产中大及
关联企业为物产民爆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在担保到期前继续由物产中大及关联
企业承担担保责任；在本重组协议签订并完成重组（即新联民爆完成工商登记）
后，担保未到期的，物产中大及关联企业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机电集团以其所持
新联民爆的股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担保到期的或者产生新的担保的，由机电集
团承担担保责任，物产中大以其所持新联民爆的股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并经上
市公司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二）职工安置方案
物产民爆和永联民爆及其所属人员，根据重组协议约定，原则上整体进入新
组建的民爆公司。

七、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司更加聚焦供应链集成服务核心主业，通过优化资本布局
和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运营效率；有利于显著改善原有民爆产业在浙江
省内的竞争格局，通过市场份额的大幅提升奠定新联民爆在省内的龙头地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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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过持有新联民爆的权益享受相应资本增值；强化浙江省民爆行业同质化业务
整合，通过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发挥规模效应，有利于民爆产业做大做强。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对物产民爆的控制权，物产民爆由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变为间接参股公司，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八、备查文件
（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16933
号《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16957
号《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三）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邦评报[2017]128号《物产中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民爆产业重组整合涉及的浙江物产民用
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四）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邦评报[2017]127号《物产中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民爆产业重组整合涉及的浙江永联民
爆器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五）民爆企业重组协议。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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