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19-088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转让部分应收账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中国长城”：指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指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湘计海盾”：指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长城全资子公司

一、概述
1、为了有效盘活资金，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周转效率和压降“两金”
占用余额，湘计海盾根据其业务需求，拟将账面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
一年内应收账款债权评估作价转让给中国电子，中国电子受让后将通过证券公司
设立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简称“专项计划”）。
2、鉴于中国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事项已经 2019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关
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徐刚先生、李峻先生、孔雪屏女士、吕宝利先生和张志勇先
生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下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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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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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19 层

（3）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848,225.199664 万元
（5）经营范围：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
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
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
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
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
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6）财务状况：2018 年度中国电子经审计总资产为 2,768.47 亿元、净资
产为 433.73 亿元、营业收入为 2,183.67 亿元、净利润为 23.17 亿元；2019 年前
三季度中国电子总资产为 3,193.20 亿元、净资产为 591.90 亿元、营业收入为
1,585.00 亿元、净利润为-9.60 亿元。
（7）现有股权结构情况：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下属公司。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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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湘计海盾指定的应收账款
1、企业名称：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住

所：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长沙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 A128 号

4、法定代表人：严忠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41.0988 万元
6、成立时间：2001 年 4 月 11 日
7、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网络技术、通信产品、电源设备研发；自动化控
制系统的研发、安装、销售及服务；软件开发；电子计算机、计算机辅助设备、
计算机外围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机电设备、计算机硬件、机电产品、光
纤设备、通信设备、专用设备、电子产品及配件、电子元件及组件、电子器材、
电子仪器、数据中心产品与系统、通用仪器仪表、电器机械及器材、电源设备、
计算机检测控制系统、计算机、计算机软件销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安全咨询；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网络集成系统建设、维护、运营、租赁；
电气机械检测服务；电子产品检测；计算机技术咨询；计算机、办公设备和专用
设备维修；电子技术服务；电子技术转让；电源设备服务；计算机制造；计算机
检测控制系统的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
洋专用仪器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制造；电源设备生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地理信息加工处理；信息电子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
存储支持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
8、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
湘计海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第 3页 共 8页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088 号公告

9、财务状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
107,225.72
116,304.68
19,542.59
28,320.71
87,683.12
87,983.97
30,969.64
14,868.32
5,161.38
181.49
4,548.90
217.75

10、交易标的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湘计海盾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60,182,576.00
元，坏账准备 6,138,268.80 元，账面价值 54,044,307.20 元。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9]
第 0466 号），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湘计海盾指定的应收账款采
用成本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52,084,503.72 元，评估情况详见“四、交易的定价政
策及定价依据”中的相关介绍。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
根据中国电子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证券市场发行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最终交易价格为不低于湘计海盾应收账款的评估值。
2、定价依据
（1）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湘计海盾指定的应收账款进行评估，以评估
后的价值为作价依据。
（2）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式如下：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
账面原值-预计风险损失）-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n×i，其中 n 是指评估基准日
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i 是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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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
[2019]第 0466 号），湘计海盾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60,182,576.00 元，坏
账准备 6,138,268.80 元，账面价值 54,044,307.20 元，评估值为 52,084,503.72
元，减值 1,959,803.48 元，减值率 3.63%。

五、合同主要内容
《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1、签约双方
转让方：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转让方依据业务合同及本合同对买受人享有的应收账款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3、标的资产的转让
转让方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出售并转让标的资产，受让
方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转让方购买并受让标的资产。
4、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支付及交割方式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双方同意以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值人民币 52,084,503.72 元作为标的资产转让作价依
据，自合同生效日至标的资产完成交割之前，受让方有权对最终交割标的资产进
行调整，实际交割的标的资产以交割确认函为准。
受让方应于专项计划设立日前向转让方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同时双方签订交
割确认函。交割确认函的签订视为双方就标的资产买卖的交割的确认，对双方均
具有法律约束力。
5、交易费用
与合同项下的标的资产转让和出售有关的任何税收和费用，除买卖双方另有
约定外，双方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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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协议生效条件
合同已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已履行完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的决议流程。
7、争议解决
凡因合同引起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8、其他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如发现不合格标的资产时，转让方应向受让方赎回不
合格标的资产。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优化子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应收账款对资金的占用，缓解流动资
金压力，同时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有效降低债务性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
发展。
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主要为子公司需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与转
让应收账款折价金额之间的差额。根据近期资产支持证券在证券市场发行时的价
格进行估算，本次交易对本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七、2019 年与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1、2019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采购类约为 54,922.68 万元、销售类约为 64,817.86 万元、劳务类约
为 222.02 万元、租赁类约为 3,015.39 万元、商标使用费约为 38.53 万元、其他
约 757.61 万元（未超出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2、经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原电子向中国电子收购其持有的中电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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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15%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0,891.50 万元。
3、经 2019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中原电
子向中国电子收购其持有的武汉中元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4.98%股权，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15,669.01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认为转让部
分应收账款可优化子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应收账款对资金的占用，降低应收账款
财务风险，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有效降低债务性融资
成本，有利于公司发展。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是由湘计海盾将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中国电子，中国电子受让
后通过证券公司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合格投资者发售资产支持证券并在交
易所挂牌的应收账款证券化业务；转让价格是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
础进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
《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4、应收账款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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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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