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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置拖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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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拖轮作业需求，稳固、深化与客户的战略

合作关系。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分公司大连港轮驳公司计划购置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北方

一号”“新北方三号”“新北方七号”三艘拖轮，购买价格系参照北

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

确定。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并未发生与

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本次关联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本次购置拖轮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生产需要，本公司与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营口港务集团”）经协商达成一致，同意本公司出资购买营口港

务集团所拥有的三艘拖轮。购买价格系参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为：8,130.40 万元），并经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8,750.40万元。（含增值税约 62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营口港务集团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连港集团”）同为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

港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的规定，营口港务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本公司已披露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

外，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因此本次购置拖轮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 4 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营口港务集团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同属辽港集团控



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项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１号 

法定代表人：邓仁杰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亿元 

经营范围：港口装卸、仓储、服务；船舶物资供应；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出口本企业生

产的海产品、滑石、镁砂、编制袋、食品、木制品、服装、针织品（国

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１６种出口商品除外）；代办货物包装、托运、

水路运输、非金属矿石、生铁销售、塑料包装制品、植物油；国际客

运服务、代售船票、托运行李；废旧物资回收；广告招商代理、制作、

设计；船舶供给（日用品供给，船舶燃油除外）、水泥方砖生产、水

泥方砖铺设、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销售、 工程咨询。供水、供暖；

污染物应急防治和污染物接收处置（凭资质证经营）；以下项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经销石油液化气，日用百货、纺织品、皮具、家用电

器、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险品）、船舶材料（除应经审批的），

通讯器材经销及代理服务，船舶废旧物品（不含危险废物）回收及代

理服务，预包装食品。汽车租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

建筑物清洁服务、其他清洁服务、会议服务、绿化管理、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其他水上运输辅助活动；不动产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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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 口 港 务 集 团 2017 — 2019 年 的 财 务 状 况 如 下 ：                                                       

单位：元 

 2017 2018 2019 

总资产 8,337,194.07 8,811,514.20 7,706,027.29 

净资产 -1,415,292.50 3,878,720.71 3,869,069.62 

主营业务收入 624,768.66 711,383.98 724,579.92 

净利润 -926,575.17 -461,056.65 -23,467.36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归属营口港务集团合法拥有的三艘拖轮（“北方

一号、新北方三号、新北方七号”），交易标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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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2、交易标的资产运营情况                       

 北方一号 新北方三号 新北方七号 

建造时间 2000 年 12 月 1 日 2011 年 2 月 25 日 2012 年 12 月 21 日 

累计工作年限 19 年 9 年 8 年 

已计提折旧年限 19 年 9 年 8 年 

是否具备正常作业能力 是 是 是 



 

3、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2019 年度 

 北方一号 新北方三号 新北方七号 

账面原值 26,305,789.52 44,642,125.30 48,011,708.92 

已计提折旧 24,990,500.04 24,664,553.00 20,013,001.65 

账面净值 1,315,289.48 19,977,572.30 27,998,707.27 

2020 年一季度 

 北方一号 新北方三号 新北方七号 

账面原值 26,305,789.52 44,642,125.30 48,011,708.92 

已计提折旧 24,990,500.04 25,047,548.66 20,478,422.04 

账面净值 1,315,289.48 19,594,576.64 27,533,286.88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系参考评估值协商确定的，该等交易价格公

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关于评估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20 年 4月 30日。 

评估方法：成本加成法。 

交易标的三艘拖轮的总评估值为：8,130.4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合同主体：本公司与营口港务集团 



交易价格：8,750.40 万元（含增值税约 620 万元） 

支付方式：网上银行 

支付期限：在合同生效后，收到乙方开具的收款收据和增值税专

用发票后 7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本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良好，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付款能

力不存在风险。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收购营口港务集团的三艘拖轮，可以很好的满足本公司在长兴岛

区域当前的生产作业需求，还可对未来的业务开展和市场开拓形成有

力支持。 

本次交易增加的固定资产及相应的折旧费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小，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流转、

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 4 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三艘拖轮的议案》，批准本次交易。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阅并予以事

前认可，并同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属于公司正常、必要的经

营行为，遵循了自愿、公开、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通过评估确



定，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网公告附件 ： 

（一）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认可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审核委员会意见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