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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9-057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1）公司与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哈高科”）签署《关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或“本协议”），

哈高科将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本公司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湘财证券”）股份；2）同意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与哈高科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哈高科将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湖控股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各

方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最终确定；补充协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与本次议案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还需交易各

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中国证监会等机构予以核准。请投

资者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哈高科之间购买服务/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为 1352.85万元。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新湖控股与哈高科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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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1、哈高科与湘财证券现有全体股东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哈高科拟通过向湘财证券各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湘财证券全部或

部分股份。 

2、本公司直接持有湘财证券 132,018,882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5844%）。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哈高科将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本公司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 

3、本公司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48%）直接持

有湘财证券 2,730,082,622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74.1240%）。根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哈高科将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湖控股

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 

4、哈高科与本公司同受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由

交易各方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最终确定；补充协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与本次议案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还需

交易各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中国证监会等机构予以核

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哈高科与本公司同受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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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600095） 

注册地：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路 7号 

注册资本：36,126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建民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

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 2019年一季度，哈高科前五大股东名单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094,308  16.08 

刘锦英 4,443,400  1.23 

沈军 4,170,000  1.15 

刘亚军 3,564,600  0.99 

陈品旺 3,400,000  0.9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9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6,868.84 100,15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956.86 74,436.17 

 2019年 1-3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9,809.20 29,94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2.45 1,513.66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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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68,313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永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凭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湘财证券前五大股东名单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2,730,082,622 74.1240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74,581,278 15.6004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132,018,882  3.5844 

山西和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75,788,000  2.0577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0  1.086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7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044,629.49  2,404,61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25,528.86  807,708.49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98,878.20   135,195.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03.10   42,994.18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案 

哈高科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湘财证券各股东购买其各自持有

的湘财证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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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哈高科有权在资产交

割时要求新湖控股将所持部分湘财证券股份过户至哈高科全资子公

司名下；或在哈高科审议重组报告书董事会召开时，要求新湖控股保

留持有部分目标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重组（本协议其他内容相应调

整）。 

（二）湘财证券作价及定价依据 

1、湘财证券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最终交易价格

应参考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中的评估值，由各方进行友好协商并在哈高科本次交易重组报告

书董事会召开同时签署协议正式确定。 

2、湘财证券 100%股份在本次重组项下的预估值区间为 100亿元

-140 亿元，据此本公司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的交易总价暂定区间为

3.58-5.02亿元；新湖控股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的交易总价暂定区间

为 74.12-103.77亿元。 

（三）哈高科股票发行 

1、湘财证券各股东以所持等值的湘财证券股份为对价认购哈高

科新增股份发行股票。 

2、股票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哈高科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哈高科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的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4.80元/股，该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定价

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哈高科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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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哈高科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结束日期间，哈高科如实施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上交所的

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3、股票发行数量 

根据湘财证券 100%股份的预估值和标的资产暂定交易价格区间

测算，本协议项下交易下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数量区间为

7467.54-10454.56 万股，向新湖控股发行的股份数量区间为

154424.97-216194.96万股。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由各方在哈

高科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董事会召开同时签署协议正式确定，且尚需

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  

4、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哈高科新老

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5、本公司和新湖控股承诺：就各自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取得的对

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除非相关法律法规修订

导致上述锁定期要求变化或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提出更长锁定期

要求。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哈高科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公司和新湖控股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哈高科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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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本协议项下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和新湖控股由于哈高科派息、送

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哈高科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约定。 

6、本次交易中哈高科新增发行的 A 股股票将于发行完成后申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新湖金融资产证券化的重要步骤。通过交易可提升湘

财证券的综合实力，有利于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19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同意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与哈

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

案》。关联董事林俊波女士、叶正猛先生、黄芳女士按规定回避表决，

议案由其他 4名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该关联交易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前获得了独立

董事的事前认可并经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

事项亦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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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项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同时该项交易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2、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由交易各方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最终确定；补充协议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并与本次议案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还

需交易各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中国证监会等机构予以核

准。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2日 


	OLE_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