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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
【CIMC】2017-063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非全资子公司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1、为了完成孵化项目的顺利退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与其子公司合称“本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集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集投资”）拟将其所持有的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集电商”或“目标公司”）的 78.236%股权全部出售给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巢科技”）。
2017 年 9 月 13 日，中集投资、深圳港湾睿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港湾睿仕”，与中集投资合称“出售方”）与丰巢科技（亦称“收购方”）签
订了《关于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股
权收购协议”）。其中，丰巢科技向中集投资收购中集电商 78.236%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人民币 633,714,546 元，并将以现金方式支付（以下简称“本次出售”）。本次出售完
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中集电商的股权。
2、2017 年 9 月 13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进行本次出售，并同意提交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出售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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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司将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2:45 在中国深圳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提请股东审议本次出售。相关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内容请参阅本公司于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
公司网站(www.cimc.com)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收购方 -- 丰巢科技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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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丰巢科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经营场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4 月 8 日
徐育斌
91440300335162247A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园路 1003 号软件产业基地 1A 栋 15
楼
人民币 183,333.3332 万元
主要从事智能快递柜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丰巢科技由 14 家股东持有，第一大股东为深
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86%）。
丰巢科技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2,545,892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总资产为人民币 1,345,138,074 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713,318,971 元。

2、丰巢科技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3、履约能力分析：根据对丰巢科技最近的财务数据和资信情况及其股东的支付能
力的分析，本公司认为丰巢科技作为购买方有足够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交易标的 – 中集电商的基本情况
1、中集电商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经营场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2月12日
黄田化
914403003197081237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31 号万海大厦 C 座 803、804 号
人民币137,844,612元
专业从事智能包裹快递柜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中集投资持有中集电商78.236%股权，港湾睿
仕持有中集电商21.764%股权。中集电商是本公司的间接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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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
2、中集电商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342,783,119
159,364,516
2,191,180
183,418,603
2016 年
（经审计）
8,907,444
-150,038,544
-150,022,316
-161,870,718

2017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注）
403,913,366
301,809,303
498,304
102,104,063
2017 年 1-6 月
（未经审计）（注）
19,965,652
-81,832,164
-81,314,540
-77,112,272

注：因时间关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对中集电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前六个月财务数据的审计尚在进行中，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上市规则尽快披露
相关审计报告。

3、中集投资本次出售的中集电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事项。
4、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本集团已向中集电商提供的股东借款（以下简称“中
集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261,900,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2,107,780 元。根据《股权收购
协议》
，丰巢科技将向中集电商提供资金用于偿还中集债权的本金，利息将由中集电商
继续偿还。
四、《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日期：

2017 年 9 月 13 日

出售方：

1）中集投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中集电商 78.236%股权；
2）港湾睿仕，持有中集电商 21.764%股权。

收购方：

丰巢科技。

交易方案：

丰巢科技基于对中集电商的经营现状及前景的认可和出售方提供
的中集电商有关资料的信赖，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出售方收购中集
电商的 100%股权。

交 易 价 格 和 中集电商 100%股权的整体估值和交易总对价为人民币 810,000,000
3

支付方式：

元。其中，丰巢科技向中集投资收购中集电商 78.236%股权的交易
对价为人民币 633,714,546 元，并以现金支付。
本次交易对价由协议各方在参考了智能快递柜行业相关可比公司
的估值水平后，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协议各方同意，在中集电商的
业务数据劣于出售方于协议签署日所提供的相应数据或发生导致
协议规定的部分条件无法被满足的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并经
各方积极协商仍无法消除该等事件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的，交易总
对价将根据协议约定被相应调整。

支付安排：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对价由丰巢科技按下列方式向出售方分三期支
付：
（1）在本协议完成签署等第一期付款条件获满足或豁免后的十
个工作日内，丰巢科技向出售方支付第一期现金对价（交易总对价
的 20%）；（2）在出售方及中集电商已配合丰巢科技在协议规定的
期限内完成尽职调查等第二期付款条件获满足或豁免后的十个工
作日内，丰巢科技向出售方支付第二期现金对价（交易总对价的
60%）；（3）在第二期现金付款后已满四十五个自然日等第三期付
款条件满足或豁免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丰巢科技向出售方支付第三
期现金对价（交易总对价的 20%）。

中集债权：

各方同意，中集债权的最终金额以中集投资、丰巢科技及本集团在
《股权收购协议》所约定的第三期现金付款日或之前一致确认的金
额为准。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丰巢科技将向中集电商提供资金
按交易对价支付期限同步安排向本集团归还中集债权的本金，利息
由中集电商按相关约定继续向本集团偿还。

股权交割：

在丰巢科技完成向出售方的第二期现金付款后，中集电商向丰巢科
技签发出资证明及更新的股东名册使丰巢科技已在中集电商的股
东名册登记为唯一股东，视为完成股权交割。

生效及完成： 本协议于各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协议项下约定的各方的权利义务
全部履行完毕方可视为本协议最终履行完毕。

五、本次出售的审议程序
2017 年 9 月 13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进行本次出售，并同意
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概无董事于《股权收购协议》项下拟进行的本次出售中拥有
任何重大权益，故毋须在董事会会议上就相关决议案放弃投票。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本
公司网站(www.cimc.com)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七年度第十二次会议的决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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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本公司将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2:45 在中国深圳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提请股东审议本次出售。相关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内容请参阅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公司网站
(www.cimc.com)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六、本次出售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集电商是本集团孵化的一家专门以经营智能快递柜为主要业务的创新公司。本集
团在综合分析中集电商所处的行业相关特点，并经过慎重分析后，决定选择全部退出股
权，支持中集电商与丰巢科技合并。本次交易后，中集电商与丰巢科技将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实现双赢，也实现了本集团对创新型公司的成功孵化。本次出售对本集团的各
项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营没有不利影响。本次出售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本集团的营运
资金。本公司认为，股权收购协议条款及其项下的交易经各方公平合理磋商后确定，符
合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出售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中集电商的股权，中集电商不再纳入本公司财务
报告合并范围。本次出售预计将增加本集团本年度合并净利润约人民币 4 亿元，对本公
司本年度合并财务业绩带来正面积极影响。以上数据为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
数据以本公司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关于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3、深圳中集电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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