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59� � � �证券简称：*ST升达 公告编号：2020-007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公司工商变更相关会议情况

1、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由单洋、冯超、郭亚非三名非独立

董事及王良成、李玉周、黄雅虹三名独立董事共计六人组成。

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单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单洋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郭彪、石传省、王迪迪为独立

董事及王海潮为非独立董事，现董事会成员有单洋、冯超、郭亚非、王海潮、郭彪、石传省、王迪迪。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

案》，单洋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19日、2019年1月22日、2019年7月4日、2019年10月31日刊登在 《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110）。

2、监事变更

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监事会由颜景生、杜建华、陈涛组成。

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颜

景生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补选监事的议案》，选举任开国

为公司监事，监事会由颜景生、任开国、陈涛组成。

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选举周小斌为公司职工监事，现监事会由颜景生、任开国、周小斌组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19日、2019年1月22日、2019年5月29日、2019年10月10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5）。

3、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聘

任单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二、公司工商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详如下表：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法定代表人变更 江昌政 单洋

董事变更

岳振锁

、

向中华

、

江昌政

、

向显湖

、

黄雅虹

、

罗

正英

单洋

、

冯超

、

王海潮

、

郭亚非

、

郭彪

、

石传省

、

王迪迪

监事变更 杨云海

、

李卫东

、

陈涛 颜景生

、

周小斌

、

任开国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江山 单洋

公司新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621605256E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5年03月09日

法定代表人：单洋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

三、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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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0年1月15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1月14日以邮件的形式送达。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议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

长单洋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及相关各方签署的债权让

与协议及补充协议、债务转移协议及补充协议和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及相关各方签署的债权让与协议及补充协议、债务转移协议及补充协议和

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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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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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述

2019年12月31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公司收购陕西绿源

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及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各

49%的股权，股权收购价格拟为不低于账面净资产不高于人民币6.3亿元，并于同日双方签署了《四川升达林

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

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各49%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收购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二、《补充协议》的审议情况

2020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一）的议案》，并于同日双方签署了《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关

于收购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各49%股权之股权收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三、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双方

甲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本补充协议若无其他明示，甲方、乙方单独称“一方” ，合称为“双方” ）

2、协议主要条款内容

鉴于：

1、2019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共同签署《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各49%股权之股权

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 ），就甲方收购乙方持有的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榆林金源

物流有限公司以及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前述三家公司合称为“标的公司” ）各49%的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2、2020年1月15日，甲乙双方签署编号为“SD-抵销-001-补充1”《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之补充协议》，对

甲乙双方已签署的编号为“SD-抵销-001”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的部分条款进行调整。根据双方签署的

《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及《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确认，甲乙双方之间金额为人民币16,503,

363.04元（大写：壹仟陆佰伍拾万叁仟叁佰陆拾叁圆零肆分）的债权债务相互抵销，上述债权债务抵销完成

后，截至2019年10月31日，甲方对乙方享有的债权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55,414,340.42元（大写：陆亿伍仟伍佰

肆拾壹万肆仟叁佰肆拾圆肆角贰分），其中乙方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

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据此，协议双方同意对《股权收购协议》涉及的相

关条款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股权收购协议》调整事宜达成本补充

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股权收购协议》的调整内容

1.1�双方同意，将《股权收购协议》“鉴于条款第3项”调整为：

“甲乙双方已签署编号为“SD-抵销-001” 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及“SD-抵销-001-补充1”《债权

债务抵销协议之补充协议》且甲方向标的公司委派了副总经理周科、财务总监王永晖（以下简称“甲方指

定人员” ，下同），双方确认，甲乙双方之间金额为人民币16,503,363.04元（大写：壹仟陆佰伍拾万叁仟叁佰

陆拾叁圆零肆分）的债权债务相互抵销，上述债权债务抵销完成后，截至2019年10月31日，甲方对乙方享有

的债权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55,414,340.42�元（大写：陆亿伍仟伍佰肆拾壹万肆仟叁佰肆拾圆肆角贰分），其

中乙方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

元陆角贰分）。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乙方将其持有的三家标的公司49%股权质押给甲方为前述还款义务提供

质押担保并已经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且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的49%股权质押

登记已经完成并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同时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49%股权办理质押登记给甲方的时

间不得晚于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三个交易日。”

1.2�双方同意，将《股权收购协议》第2.1条调整为：

“2.1�双方同意，对于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安排如下：

（1）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关于本次收购的股东大会（以下简称“甲方股东大会” ）批准本次交

易，且乙方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

角贰分）全部以现金等形式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后3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完毕第一笔股权转让

价款，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

元陆角贰分）。

（2）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对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甲方以其对乙方享有的债权支付，即在剩余股权转

让价款的金额范围内，甲方对乙方享有的相应金额的债权与甲方应付乙方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按照双方约

定的条件和方式相互抵销（具体抵销金额待正式交易价格确定后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定），双

方互不承担现金支付义务，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日（即抵销日）为标的股权全部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

甲乙双方特别确认，甲方对乙方享有的债权中，包含一笔金额为人民币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

仟贰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玖拾玖圆捌角肆分）的债权（原为标的公司对陕西艾恩吉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应收债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计提了人民币22,895,442.29元（大写：贰仟贰佰捌拾玖万伍仟肆佰

肆拾贰圆贰角玖分）坏账准备，账面净值为人民币419,366,957.55元（大写：肆亿壹仟玖佰叁拾陆万陆仟玖佰

伍拾柒圆伍角伍分））， 考虑到交易双方开展本次交易及进行相关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的交易背景及协商

谈判情况，双方同意，在甲方以其对乙方享有的债权支付上述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的过程中，该笔人民币

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仟贰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玖拾玖圆捌角肆分）的债权按照此前账面净值人

民币419,366,957.55元（大写：肆亿壹仟玖佰叁拾陆万陆仟玖佰伍拾柒圆伍角伍分）作价进行抵销，即甲方以

人民币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仟贰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玖拾玖圆捌角肆分）的债权向乙方支付第

二笔股权转让价款中的人民币419,366,957.55元（大写： 肆亿壹仟玖佰叁拾陆万陆仟玖佰伍拾柒圆伍角伍

分）。

若上述两笔股权转让收款支付完成后，乙方仍欠付甲方款项的（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在《债权债务抵销

协议》和《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应付甲方的款项），则乙方应根据甲方或收购完成后的标的

公司的要求，向甲方或标的公司继续履行清偿责任。”

1.3�双方同意，将《股权收购协议》第2.2条调整为：

“甲方于2015年对标的公司增资时，与乙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就乙方对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及

补偿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因乙方业绩承诺未完成导致触发业绩补偿条款，但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上述

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根据甲乙双方签署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和《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之补充协

议》等相关协议安排，双方确认，截至基准日2019年10月31日，乙方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158,

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

1.4�双方同意，将《股权收购协议》第3.2条调整为：

“3.2乙方承诺， 乙方应当于甲方股东大会批准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3日内， 将业绩补偿款人民币158,

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全部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应承担本协议项下全部违约责任。”

1.5双方同意，将《股权收购协议》第5.1条调整为：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叁）日内，乙方应配合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甲方指定人员办理如下印章资料

等的移交手续：

（1）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公司公章、法人私章（若有）、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部门

专用章等所有公司印章；

（2） 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不动产登记证书、刻章许可证及启用印

模表以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燃气经营许可证、气体充瓶许可证、气体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书（正副

本）等经营执照原件；

（3） 银行卡及密码（包括回单箱卡）、银行卡网银密匙、支票本及汇票本（需与银行出具的未使用支票

明细核对）、银行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购买支票、汇票的人的资料（如购证卡）、银行存折、财务现金；

（4） 财务管理系统登录账户密码及管理权限、自标的公司成立以来所有的财务账套和财务凭证、财务

报表和审计报告；

（5） 主要经营合同、贷款合同、资产合同、财产保险合同及发票原件；

（6） 劳动合同原件、社保及住房公积金专用卡（含账户密码）等；

（7） 车辆、设备、存货及在建工程；

（8） 所有开户行的银行对账单；

（9） 纳税申报表、汇算清缴报告、税收优惠备案证明、计税电子底稿、电子税务局登陆账号及纳税申报

密码、发票领购薄、防伪开票系统及设备、空白发票；

（10） 社保账号及密码、公积金数字证书及密码、劳动合同及人事档案、离职（含退休）证明文件、社保

及公积金缴纳凭证、工资单、员工花名册（含临时用工、劳动派遣、非全日用工等）；

（11） 政府审批事项涉及申请及验收的申报及批复等全套文件；

（12） 其他甲方要求提供移交的文件。

上述移交手续经清点确认后，由双方移交人员在本协议之附件《移交清单》上签字确认并加盖双方公

章，双方应予以配合。甲方有权根据标的公司运转情况要求乙方提前办理部分交接手续。

第二条 附 则

2.1�除上述内容外，《股权收购协议》的其他内容均不作调整。《股权收购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生效后，

《股权收购协议》中与本补充协议存在不一致的内容均以本补充协议的相应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

定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适用《股权收购协议》的相关约定。

2.2�本补充协议经协议双方盖章后，成为《股权收购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股权收购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并与《股权收购协议》同时生效、同时终止。

2.3�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中的用语及其定义、解释与《股权收购协议》中的相关用

语及其定义、解释一致。

2.4�双方确认，本次调整不影响协议双方在本补充协议签署之前就本次交易已作出的各项说明、承诺、

陈述和保证。

2.5�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其余用于办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证券简称：*ST升达 公告编号：2020-010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及相关各方

签署的债权让与协议及补充协议、

债务转移协议及补充协议和债权债务

抵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先行实现各方债权债务的归集和确认，为收购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林金源” ）、

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脂绿源” ）和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物流” ）（以

下合称“标的公司” ）49%股权交易做好准备。2019年12月24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升达林业” ）与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绿源” ）等各方签署了《债权债务抵

销协议》以及一系列《债务转移协议》和《债权让与协议》，后因部分债权债务金额需要进行调整，经各方沟

通一致，2020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及

相关各方签署的债权让与协议及补充协议、债务转移协议及补充协议和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

案》，相关各方重新签署了《债权让与协议》（SD-债权让与-007）同时约定原《债权让与协议》（SD-债权

让与-001）自动失效，同时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具体如下：

（1） 债权让与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基本情况

协议名称及编号

债权

让与方

债权

受让方

债务人 标的债权金额

（

元

）

款项性质 备注

《

债 权 让 与 协 议

》

（

SD -

债 权 让 与

-

007

）

榆 林 金 源

、

米

脂绿源

、

金源

物流

升达林业 陕西绿源

158,155,303.62

业绩补偿款

约定原

《

债权让

与协议

》（

SD-

债权让与

-001

）

自动失效

[

备注

1]

《

债权让与协议

》

（

SD-

债权让与

-

002

）

榆 林 金 源

、

米

脂绿源

升达林业 艾恩吉斯

442,262,399.84

应收账款

《

债权让与协议

》

（

SD-

债权让与

-

003

）

王平章 陕西绿源 米脂绿源

10,000,000.00

个人借款

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8

月用于

生产经营借入

款项

《

债权让与协议

》

（

SD-

债权让与

-

004

）

榆林金源 升达林业 延安海舜

8,500,000.00

工程预付款

《

债权让与协议

》

（

SD-

债权让与

-

005

）

《

债权让与协议之

补充协议

》（

SD-

债

权让与

-005-

补充

1

）

陕西绿源石化

运输有限公司

陕西绿源

榆林金源

、

米

脂绿源

1,038,563.04

运费

调整标的债权

金额为

1,038,

563.04

元并签

署补充协议

[

备注

2]

《

债权让与协议

》

（

SD-

债权让与

-

006

）

陕西金源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陕西绿源

神木市 胜大 天

然气 加气有 限

公司

796,400.00

往来款

备注1：2020年1月15日，榆林金源、米脂绿源、金源物流（作为债权让与方）、升达林业（作为债权受让

方）、陕西绿源（作为债务人）签署了编号为“SD-债权让与-007” 的《债权让与协议》，明确陕西绿源在

2015年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158,155,303.62元，债权让与方将上

述业绩补偿款对应的应收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方， 标的债权金额为158,155,303.62元， 转让价格为158,155,

303.62元，前述《债权让与协议》生效后，相关各方此前签署的编号为“SD-债权让与-001” 的《债权让与协

议》自动失效。

备注2：2020年1月15日， 陕西绿源石化运输有限公司（作为债权让与方）、 陕西绿源 （作为债权受让

方）、榆林金源和米脂绿源（作为债务人）签署了编号为“SD-债权让与-005-补充1” 的《债权让与协议之

补充协议》，约定将编号为“SD-债权让与-005”的《债权让与协议》项下的标的债权金额由939,655.79元调

整为1,038,563.04元。

（2）债务转移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基本情况

协议名称及编号

债务人

/

转移方

债务承接方 债权人

标的债务金额

（

元

）

款项性质 备注

《

债务转移协议

》

（

SD-

债务转移

-

001

）

艾恩吉斯 陕西绿源 升达林业

442,262,399.84

应收账款

《

债务转移协议

》

（

SD-

债务转移

-

002

）

延安海舜 陕西绿源 升达林业

8,500,000.00

工程预付款

《

债务转移协议

》

（

SD-

债务转移

-

003

）

米脂绿源 升达林业 陕西绿源

850,000.00

代付工程及设备

款

《

债务转移协议

》

（

SD-

债务转移

-

004

）

米脂绿源 升达林业 陕西绿源

10,000,000.00

原王平章个人借

款

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8

月用于生产经

营借入款项

《

债务转移协议

》

（

SD-

债务转移

-

005

）

《

债务转移协议之

补充协议

》（

SD-

债

务让与

-005-

补充

1

）

榆林金源

、

米

脂绿源

升达林业 陕西绿源

1,038,563.04

运费

调整标的债务金

额为

1,038,563.04

元并签署补充协

议

[

备注

3]

《

债务转移协议

》

（

SD-

债务转移

-

006

）

神木市胜大

天然气加气

有限公司

升达林业 陕西绿源

4,614,800.00

货款及利息

备注3：2020年1月15日，榆林金源和米脂绿源（作为债务转让方）、升达林业（作为债务承接方）、陕西

绿源（作为债权人）签署了编号为“SD-债务让与-005-补充1” 的《债务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将编

号为“SD-债务转移-005”的《债务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债务金额由939,655.79元调整为1,038,563.04元。

（3）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债权债务抵销协议》

2019年12月24日，上市公司与陕西绿源共同签署了编号为“SD-抵销-001” 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

就双方之间金额为16,404,455.79元的债权债务抵销事宜， 以及抵销后双方之间剩余债权债务的金额进行了

明确。截至2019年10月31日，陕西绿源应向上市公司支付人民币649,022,261.17元，上市公司应向陕西绿源支

付人民币16,404,455.79元：双方在16,404,455.79元范围内完成债权债务抵销，本次抵销完成后，陕西绿源对上

市公司632,617,805.38元债务，陕西绿源承诺积极筹款清偿。

②《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之补充协议》

因编号为“SD-债权让与-007” 的《债权让与协议》、编号为“SD-债权让与-005-补充1” 的《债权让

与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编号为“SD-债务让与-005-补充1”的《债务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导致

编号为“SD-抵销-001”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项下债权债务抵销金额的调整，因此上市公司与陕西绿源

共同签署了编号为“SD-抵销-001-补充1” 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就双方之间金额为16,

404,455.79元的债权债务抵销金额调整为16,503,363.04元。同时对抵销后双方之间剩余债权债务的金额进行

了补充明确。截至2019年10月31日，陕西绿源应向上市公司支付人民币671,917,703.46元，上市公司应向陕西

绿源支付人民币16,503,363.04元：双方在16,503,363.04元范围内完成债权债务抵销，本次抵销完成后，陕西绿

源对上市公司负有655,414,340.42元到期债务，陕西绿源承诺积极筹款清偿。

上述协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1至附件16。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1：

债权让与协议

编号：SD-债权让与-007

甲方（让与方）：

甲方1：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甲方2：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甲方3：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鉴于：

1.�乙方于2015年对甲方增资时，与丙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就丙方对甲方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等事

项进行了约定。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因丙方业绩承诺未完成导致触发业绩补偿条款，但截至本协议签署之

日，丙方上述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甲方对丙方享有金额为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

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的债权。

2.�甲方有意向乙方转让其对丙方所享有的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

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到期未清偿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乙方亦同意受让该等债权。

为此，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就本次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债权的让与

1.�本次债权让与的标的债权为甲方对丙方享有的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

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债权。

2.�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债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58,155,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

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

3.�经前述债权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享有目标债权，丙方将按照乙方的要求对乙方承担标的债权对

应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本协议生效后，本协议相关各方此前签署的编号为“SD-

债权让与-001”的《债权让与协议》自动失效。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4.�丙方作为债务人签署本协议视为收到甲方转让标的债权的通知且同意本次标的债权的转让。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起成立并生效。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收购

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限

公司各49%股权事宜的，本协议自动解除，本协议解除后，未履行的不再执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原状。

2.�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

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正本一式五份，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2：

债权让与协议

编号：SD-债权让与-002

甲方（让与方）：

甲方1：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甲方2：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陕西艾恩吉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1.�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丙方对甲方1到期未清偿债务208,656,016.51元（大写：贰亿零捌佰陆拾伍万陆

仟零壹拾陆元伍角壹分），丙方对甲方2期未清偿债务233,606,383.33元（大写：贰亿叁仟叁佰陆拾万陆仟叁

佰捌拾叁元叁角叁分）。因此，丙方对甲方到期未清偿债务合计为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仟贰佰贰

拾陆万贰仟叁佰玖拾玖元捌角肆分）。

2.�甲方有意向乙方转让其对丙方所享有的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仟贰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玖

拾玖元捌角肆分）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乙方亦同意受让该等债权。

为此，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就本次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债权的让与

1.�本次债权让与的标的债权为甲方对丙方享有的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仟贰佰贰拾陆万贰仟

叁佰玖拾玖元捌角肆分）债权。

2.�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债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仟贰佰贰拾陆万

贰仟叁佰玖拾玖元捌角肆分）。

3.�经前述债权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享有目标债权，丙方将按照乙方的要求对乙方承担标的债权对

应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4.�丙方作为债务人签署本协议视为收到甲方转让标的债权的通知且同意本次标的债权的转让。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起成立并生效。

2.�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

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3：

债权让与协议

编号：SD-债权让与-003

甲方（让与方）： 王平章

乙方（受让方）：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鉴于：

1.�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丙方对甲方到期未清偿债务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整）。

2.�甲方有意向乙方转让其对丙方所享有的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整）债权（以下简称“标的

债权” ），乙方亦同意受让该等债权。

为此，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就本次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债权的让与

1.�本次债权让与的标的债权为甲方对丙方享有的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整）债权。

2.�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债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整）。

3.�经前述债权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享有目标债权，丙方将按照乙方的要求对乙方承担标的债权对

应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4.�丙方作为债务人签署本协议视为收到甲方转让标的债权的通知且同意本次标的债权的转让。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起成立并生效。

2.�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

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4：

债权让与协议

编号：SD-债权让与-004

甲方（让与方）：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延安海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1.�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丙方对甲方期未清偿债务8,500,000.00元（大写：捌佰伍拾万元整）。

2.� 甲方有意向乙方转让其对丙方所享有的8,500,000.00元（大写：捌佰伍拾万元整）债权（以下简称

“标的债权” ），乙方亦同意受让该等债权。

为此，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就本次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债权的让与

1.�本次债权让与的标的债权为甲方对丙方享有的8,500,000.00元（大写：捌佰伍拾万元整）债权。

2.�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债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8,500,000.00元（大写：捌佰伍拾万元整）。

3.�经前述债权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享有目标债权，丙方将按照乙方的要求对乙方承担标的债权对

应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4.�丙方作为债务人签署本协议视为收到甲方转让标的债权的通知且同意本次标的债权的转让。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起成立并生效。

2.�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

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5：

债权让与协议

编号：SD-债权让与-005

甲方（让与方）：陕西绿源石化运输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

丙方1：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2：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鉴于：

1.�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丙方对甲方期未清偿债务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玖仟陆佰伍拾伍元柒

角玖分）。

2.�甲方有意向乙方转让其对丙方所享有的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玖仟陆佰伍拾伍元柒角玖分）

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乙方亦同意受让该等债权。

为此，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就本次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债权的让与

1.�本次债权让与的标的债权为甲方对丙方享有的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玖仟陆佰伍拾伍元柒

角玖分）债权。

2.�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债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玖仟陆佰伍拾伍元

柒角玖分）。

3.�经前述债权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享有目标债权，丙方将按照乙方的要求对乙方承担标的债权对

应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4.�丙方作为债务人签署本协议视为收到甲方转让标的债权的通知且同意本次标的债权的转让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起成立并生效。

2.�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

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6：

债权让与协议之补充协议

编号：SD-债权让与-005-补充1

甲方（让与方）：陕西绿源石化运输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

丙方1：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2：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鉴于:

2019年12月24日，甲乙各方共同签署编号为“SD-债权让与-005”的《债权让与协议》（以下简称“《债

权让与协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经各方友好协商，就《债权让与协议》调整事宜达成本补充

协议，以资各方共同遵守。

1、《债权让与协议》下标的债权的转让金额调整为人民币1,038,563.04元（大写：壹佰零叁万捌仟伍佰

陆拾叁圆零肆分），同时对《债权让与协议》中所有涉及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玖仟陆佰伍拾伍元柒

角玖分）的条款，表述全部调整为人民币1,038,563.04元（大写：壹佰零叁万捌仟伍佰陆拾叁圆零肆分）。

2、除上述内容外，《债权让与协议》的其他内容均不作调整。《债权让与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生效后，

《债权让与协议》中与本补充协议存在不一致的内容均以本补充协议的相应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

定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适用《债权让与协议》的相关约定。

3、本补充协议经协议各方盖章后，成为《债权让与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债权让与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并与《债权让与协议》同时生效、同时终止。

4、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中的用语及其定义、解释与《债权让与协议》中的相关用语

及其定义、解释一致。

5、各方确认，本次调整不影响协议各方在本补充协议签署之前就本次交易已作出的各项说明、承诺、陈

述和保证。

6、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各方各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7：

债权让与协议之补充协议

编号：SD-债权让与-006

甲方（让与方）：陕西金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神木市胜大天然气加气有限公司

鉴于：

1.�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丙方对甲方期未清偿债务796,400.00元（大写：柒拾玖万陆仟肆佰元）。

2.�甲方有意向乙方转让其对丙方所享有的796,400.00元（大写：柒拾玖万陆仟肆佰元）债权（以下简称

“标的债权” ），乙方亦同意受让该等债权。

为此，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就本次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债权的让与

1.�本次债权让与的标的债权为甲方对丙方享有的796,400.00元（大写：柒拾玖万陆仟肆佰元）债权。

2.�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债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796,400.00元（大写：柒拾玖万陆仟肆佰元）。

3.�经前述债权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享有目标债权，丙方将按照乙方的要求对乙方承担标的债权对

应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4.�丙方作为债务人签署本协议视为收到甲方转让标的债权的通知且同意本次标的债权的转让。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起成立并生效。

2.�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

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8：

债务转移协议

编号：SD-债务转移-001

甲方（转移方）：陕西艾恩吉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承接方）：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鉴于：

1、甲方与丙方及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已经共同签署了“SD-债权让与

-002”《债权让与协议》，丙方对甲方享有到期应收款债权共计人民币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肆仟贰

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玖拾玖元捌角肆分）（以下简称“标的债务” ）。

2、丙方同意甲方将对丙方负有前述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亦同意承接该等债务的清偿

义务。

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债务的转移

1、各方同意，甲方将对其对丙方负有的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共计人民币442,262,399.84元（大写：肆亿

肆仟贰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玖拾玖元捌角肆分）对应的全部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同意代甲方承担前

述债务的清偿义务。

2、各方同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债务转移对价共计人民币442,262,399.84元（大写：肆

亿肆仟贰佰贰拾陆万贰仟叁佰玖拾玖元捌角肆分）。

3、丙方已明确知悉该等债务转移的事实，并同意甲方将该标的债务转移由乙方承担。

4、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承担标的债务对应的清偿义务，将由乙方按照丙方的要求对丙

方承担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4、在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乙方持有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

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各49%股权而签署的正式协议生效时，乙方承诺清偿

完毕标的债务，若乙方未能及时清偿标的债务的，乙方对标的公司2018年度的业绩补偿承诺调整为158,155,

303.62元（大写：壹亿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叁佰零叁元陆角贰分）。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收

购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

限公司各49%股权事宜的，本协议自动解除，本协议解除后，未履行的不再执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原状。

2、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3、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一式叁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9：

债务转移协议

编号：SD-债务转移-002

甲方（转移方）：延安海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承接方）：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丙方（债权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鉴于：

1、甲方和丙方及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已经共同签署了“SD-债权让与-004”《债权让与协议》，丙

方对甲方享有应收款债权共计人民币8,500,000.00元（大写：捌佰伍拾万元整）（“标的债务” ）。

2、丙方同意甲方将对丙方负有前述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亦同意承接该等债务的清偿

义务。

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债务的转移

1、各方同意，甲方将对其对丙方负有的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共计人民币8,500,000.00元（大写：捌佰伍

拾万元整）对应的全部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同意代甲方承担前述债务的清偿义务。

2、各方同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债务转移对价共计人民币8,500,000.00元（大写：捌佰

伍拾万元整）。

3、丙方已明确知悉该等债务转移的事实，并同意甲方将该标的债务转移由乙方承担。

4、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承担标的债务对应的清偿义务，将由乙方按照丙方的要求对丙

方承担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收

购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

限公司各49%股权事宜的，本协议自动解除，本协议解除后，未履行的不再执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原状。

2、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3、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一式叁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10：

债务转移协议

编号：SD-债务转移-003

甲方（转移方）：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承接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权人）：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鉴于：

1、丙方对甲方享有应收款债权共计人民币85万元（大写：捌拾伍万元，以下简称“标的债务” ）。

2、丙方同意甲方将对丙方负有前述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亦同意承接该等债务的清偿

义务。

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债务的转移

1、各方同意，甲方将对其对丙方负有的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共计人民币85万元（大写：捌拾伍万元）对

应的全部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同意代甲方承担前述债务的清偿义务。

2、各方同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债务转移对价共计人民币85万元（大写：捌拾伍万

元）。

3、丙方已明确知悉该等债务转移的事实，并同意甲方将该标的债务转移由乙方承担。

4、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承担标的债务对应的清偿义务，将由乙方按照丙方的要求对丙

方承担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3、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一式三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11：

债务转移协议

编号：SD-债务转移-004

甲方（转移方）：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承接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权人）：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鉴于：

1、甲方和丙方及王平章已经共同签署了“SD-债权让与-003”《债权让与协议》，丙方对甲方享有应收

款债权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以下简称“标的债务” ）。

2、丙方同意甲方将对丙方负有前述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亦同意承接该等债务的清偿

义务。

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债务的转移

1、各方同意，甲方将对其对丙方负有的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

对应的全部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同意代甲方承担前述债务的清偿义务。

2、各方同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债务转移对价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

整）。

3、丙方已明确知悉该等债务转移的事实，并同意甲方将该标的债务转移由乙方承担。

4、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承担标的债务对应的清偿义务，将由乙方按照丙方的要求对丙

方承担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收

购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

限公司各49%股权事宜的，本协议自动解除，本协议解除后，未履行的不再执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原状。

2、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3、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一式三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12：

债务转移协议

编号：SD-债务转移-005

甲方（转移方）：

甲方1：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甲方2：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承接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权人）：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鉴于：

1、甲方和丙方及陕西绿源石化运输有限公司已经共同签署了“SD-债权让与-005”《债权让与协议》，

丙方对甲方享有到期应收款债权人民币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玖仟陆佰伍拾伍元柒角玖分，以下简

称“标的债务” ）。

2、丙方同意甲方将对丙方负有前述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亦同意承接该等债务的清偿

义务。

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债务的转移

1、各方同意，甲方将对其对丙方负有的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共计人民币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

玖仟陆佰伍拾伍元柒角玖分）对应的全部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同意代甲方承担前述债务的清偿义务。

2、各方同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债务转移对价共计人民币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

万玖仟陆佰伍拾伍元柒角玖分）。

3、丙方已明确知悉该等债务转移的事实，并同意甲方将该标的债务转移由乙方承担。

4、经前述债务转移后，甲方不再对丙方承担标的债务对应的清偿义务，将由乙方按照丙方的要求对丙

方承担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

第二条 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

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和/或安排。

2、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3、各方分别向其他方承诺和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

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另一方遭受或发

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做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损

失。

第四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收

购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和榆林金源物流有

限公司各49%股权事宜的，本协议自动解除，本协议解除后，未履行的不再执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原状。

2、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3、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一式肆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13：

债务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

编号：SD-债务让与-005-补充1

甲方（转移方）：

甲方1：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甲方2：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承接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权人）：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本补充协议若无其他明示，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一方” ，合称为“各方” ）

鉴于:

甲乙各方共同签署编号为 “SD-债务转让-005” 的 《债务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债务转让协

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经各方友好协商，就《债务转让协议》调整事宜达成本补充

协议，以资各方共同遵守。

1、《债务转让协议》下标的债务的转让金额调整为人民币1,038,563.04元（大写：壹佰零叁万捌仟伍佰

陆拾叁圆零肆分），同时对《债务转让协议》中所有涉及标的债务为939,655.79元（大写：玖拾叁万玖仟陆佰

伍拾伍元柒角玖分）的条款表述全部调整为人民币1,038,563.04元（大写：壹佰零叁万捌仟伍佰陆拾叁圆零

肆分）。

2、除上述内容外，《债务转让协议》的其他内容均不作调整。《债务转让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生效后，

《债务转让协议》中与本补充协议存在不一致的内容均以本补充协议的相应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

定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适用《债务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

3、本补充协议经协议各方盖章后，成为《债务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债务转让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并与《债务转让协议》同时生效、同时终止。

4、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中的用语及其定义、解释与《债务转让协议》中的相关用语

及其定义、解释一致。

5、各方确认，本次调整不影响协议各方在本补充协议签署之前就本次交易已作出的各项说明、承诺、陈

述和保证。

6、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各方各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14：

债务转移协议

编号：SD-债务转移-006

甲方（转移方）：神木市胜大天然气加气有限公司

乙方（承接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权人）：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鉴于：

1、甲方和丙方及陕西金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共同签署了“SD-债权让与-006”《债权让与协

议》，丙方获得对甲方享有到期应收款债权人民币796,400.00元（大写：柒拾玖万陆仟肆佰元），同时丙方对

甲方享有到期应收款债权共计人民币3,818,400.00元（大写：叁佰捌拾壹万捌仟肆佰元），因此丙方合计对甲

方享有到期应收款债权共计人民币4,614,800.00（大写： 肆佰陆拾壹万肆仟捌佰元整， 以下简称 “标的债

务” ）。

2、 丙方同意甲方将对丙方负有前述标的债务的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 乙方亦同意承接该等债务的清偿义

务。

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债务的转移

1、各方同意，甲方将对其对丙方负有的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共计人民币4,614,800.00（大写：肆佰陆拾

壹万肆仟捌佰元整）对应的全部清偿义务转移给乙方，乙方同意代甲方承担前述债务的清偿义务。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20年 1 月 20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下转B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