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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安溪假日酒店 100%股权及闽光环保资源公司 40%

股权完成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压缩管理层级，提升管理效率，加强风险控制力，提高资

产质量，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钢闽光、公司）

收购了全资子公司福建泉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泉

州闽光）持有的安溪闽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溪

假日酒店或标的公司 A）100%股权、福建泉州闽光环保资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闽光环保资源公司或标的公司 B）4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相关股权已完成过户及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以标的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

基础定价，标的公司 A审计后确认的 2019年末净资产值为 51.33

万元；标的公司 B审计后确认的 2019年末净资产值为 11,182.18

万元；全资子公司泉州闽光分别持有标的公司 A 的 100%股权和



 

标的公司 B 的 40%股权，经双方协商，同意标的公司 A 的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51.33万元，标的公司 B的 40%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 4,472.87 万元，泉州闽光已将持有的上述两个标的公司的

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予本公司。 

（二）审批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本次投资所需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本次交易内容 

(一)2020年 6月 28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泉州闽光就标的公

司 A 的 100%股权收购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的价格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安溪闽

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361F1842

号）确认的净资产值 51.33万元人民币为基础，双方一致同意标

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51.33万元。 

2.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后 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支付泉

州闽光股权转让对价款 51.33万元。 

3.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交易双方应积极配合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在内的一切必要事项。如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变更登记手续

的，双方可另行协商。标的资产的权利、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



 

移，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损益由公司享有。 

4.标的公司 A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化。

标的公司 A将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 

5.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项下之交易事宜而产生的各种税费

的承担，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无规定的，由双方根据交

易习惯各自承担。 

(二)2020年 6月 28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泉州闽光就标的公

司 B 的 40%股权收购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的价格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福建泉

州闽光环保资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361F1361

号）确认的净资产值 11,182.18万元人民币为基础，双方一致同

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4,472.87万元。 

2.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后 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支付泉

州闽光股权转让对价款 4,472.87万元。 

3.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交易双方应积极配合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在内的一切必要事项。如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变更登记手续

的，双方可另行协商。标的资产的权利、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

移，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损益由公司享有。 

4.标的公司 B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化。

标的公司 B将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 

5.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项下之交易事宜而产生的各种税费

的承担，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无规定的，由双方根据交

易习惯各自承担。 

三、本次交易相关股权过户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及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办理完毕，安溪假日酒店和闽光环保资源公

司均已取得由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的《营业执照》。

公司现持有安溪假日酒店 100%股权和闽光环保资源公司 40%股

权，安溪假日酒店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闽光环保资源公

司已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后的两家公司相关工商登记

信息如下： 

（一）安溪假日酒店 

公司名称：安溪闽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4M0000EJXX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廖溢昌 

注册资本：伍拾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 07月 06日 

营业期限：2015年 07月 06日至 2035年 07 月 05日 

登记机关：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钢铁工业路 42号 

登记状态：存续 

经营范围：酒店经营管理（含餐饮、住宿、会务服务）；酒

类批发和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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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安溪假日酒店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总资产 75.40 84.70 

负债 24.08 43.58 

净资产 51.33 41.13 

应收款项 0 0 

营业收入 282.67 118.25 

营业利润 -8.76 -10.23 

净利润 -8.42 -1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42 8.17 

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0年 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闽光环保资源公司 

公司名称：福建泉州闽光环保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4577046038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梅萱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成立日期：2011年 07月 08日 

营业期限：2011年 07月 08日至 2031年 07 月 07日 

登记机关：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安溪县湖头镇美溪村 



 

登记状态：存续 

经营范围：水渣和钢渣分选及其产品的加工、销售。（依法

经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诚信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闽光环保资源

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总资产 16479.33 14185.65 

负债 5297.15 2600.5 

净资产 11182.18 11585.15 

应收款项 0 102.23 

营业收入 17096.31 6454.42 

营业利润 2710.64 573.76 

净利润 2038.35 40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18.27 -246.91 

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0年 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收购了全资子公司泉州闽光的下属企业，不会影响

公司和泉州闽光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压缩公司管



 

理层级、提高资产管理质量、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符合公司的整

体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合并报表内企业之间的交易，不涉及合并

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