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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

的议案》。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建子

公司”或“标的公司”）61%股权，经与福建子公司七名自然人股东协商一致，

公司将收购七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福建子公司 39%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福建子公司 100%的股权，福建子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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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股权权

属明晰,不存在抵押、司法冻结等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介绍  

1. 自然人：黄家扬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350124**********37 

2. 自然人：李政铭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3501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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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自然人：李庭英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350124**********52 

4. 自然人：严万武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350124**********34 

5. 自然人：马春艳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210202**********45 

6. 自然人：黄宜伦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350124**********10 

7.  自然人：吴仁国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350124**********3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名称：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40622986310 

3. 注册成立日期：2013年 3月 14日 

4. 注册地址：闽清县池园镇宝新工业项目集中区 

5.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6. 法定代表人：孙启全 

7. 营业范围：生产、销售高低压电瓷电器、玻璃绝缘子、硅橡胶绝缘子、

陶瓷灯座、熔断器、闸刀开关、滑石瓷、胶木产品、灯具、金属制品、建筑陶瓷、

建材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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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权结构情况： 

（1）本次股份受让前：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60 61% 

黄家扬 924 15.4% 

李政铭 480 8% 

李庭英 288 4.8% 

严万武 240 4% 

马春艳 180 3% 

黄宜伦 168 2.8% 

吴仁国 60 1% 

合计 6,000 100% 

9. 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经审计） 

2016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086,811.34 117,310,992.65 

负债总额 73,880,445.40 54,807,838.70 

应收款项总额 21,446,403.85 14,457,516.88 

净资产 58,206,365.94 62,503,153.95 

营业收入 48,101,354.18 77,849,759.96 

营业利润 -2,258,497.67 5,665,710.77 

净利润 -1,531,073.62 4,296,788.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57,880.63 54,183,714.38 

 



四、股权转让 

1.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3088.80 万元，受让黄家扬等 7 名自然人持

有的大莲电瓷（福建）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价格 

（人民币，万元） 

黄家扬 大连电瓷 15.4% 1219.68 

李政铭 大连电瓷 8% 633.60 

李庭英 大连电瓷 4.8% 380.16 

严万武 大连电瓷 4% 316.80 

马春艳 大连电瓷 3% 237.60 

黄宜伦 大连电瓷 2.8% 221.76 

吴仁国 大连电瓷 1% 79.20 

合计 ---- 39% 3088.80 

 

2. 定价的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在标的公司 2016 年度账面净资产的基础上，考虑到出

让方所持股权的全部转让，并结合标的公司目前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经各方协

商后，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088.80 万元。 

 

3. 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0% 

合计 6,000 100%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 

1.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出让方之黄家扬等 7 名自然人股东以每 1 元出资额



1.32 元的价格向受让方转让其各自所持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股

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3088.80 万元，  

2.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溢价，为协议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战略，定价公允合理。 

3. 受让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将股权

转让价款足额支付完毕。 

4. 出受双方确认：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即视作其在

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充分和适当履行。 

 

（二）权利义务的转移和承担 

1. 自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受让方以其实缴出资额为限对大

莲电瓷（福建）承担责任，按照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相应亏损。 

2.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协议各方均已获得签署及完成本协议所述交易的一

切批准或许可，出让方向受让方转让股权符合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章程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本协议所述交易完成不存在法律障碍。 

3. 协议各方在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一切手续以完成本协议所述交易

时，应根据其中一方的要求，及时、善意和充分的进行协商与沟通，以促成本交

易的尽快完成。 

4.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出让方应当自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并出具收款确认书

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三）受让方的承诺和保证 

1. 受让方承诺并保证，受让方拥有同出让方签署本股权转让协议并享有和

履行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资格。 

2. 受让方承诺并保证，受让方将根据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股

权转让款，并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应由受让方履行的义务。 

3. 根据协议各方同意的条件，在出让方提出其他与股权转让有关的要求时，

向出让方提供合理及必要的协助。 

4. 受让方如违反以上承诺和保证，并因此给出让方造成损害的，受让方应

对该等损失承担违约及损害赔偿责任。 



（四）出让方的承诺和保证 

1. 出让方承诺并保证，出让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同

受让方签署本股权转让协议并享有和履行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资格； 

2. 出让方承诺并保证，出让方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支付应由其支

付的相关费用并缴纳相关税款。 

3. 出让方承诺并保证，出让方将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会同大莲电瓷（福建）

有限公司为受让方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涉之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审批、备案、登记

等相关手续。 

4. 出让方承诺并保证，根据协议各方同意的条件，在受让方提出其他与转

让有关的要求时，出让方应向受让方提供一切合理及必要的协助。 

5. 出让方如违反以上承诺和保证，并因此给受让方造成损害的，出让方应

对该等损失承担违约及损害赔偿责任。 

（五）税费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由转让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出让方在本次股权转让中所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部分先由受让方代扣后再

转给大莲电瓷（福建）进行代缴。 

（六）协议的违反与补救 

对于协议一方的任何违约行为，其他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补救。除

非违约方在一周内采取及时、充分的补救措施，否则要求补救的一方有权对其损

失要求违约方赔偿。 

（七）协议的生效、终止、修订和补充 

1.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合法签署之日起生效。 

2. 本协议因发生下列情形而终止： 

（1）发生不可抗力，协议各方经协商同意终止本协议； 

（2）协议一方在本协议中所做的承诺及保证存在虚假、有误，或一方违反

其承诺致使本协议所述之股权转让事宜无法进行时，无过错一方提出解除本协

议； 

（3）因协议一方的违约行为致使本协议之目的无法实现时，无过错的一方

提出解除本协议； 



（4）协议各方以书面方式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3.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须经本协议各方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做出方

可生效。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福建子公司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39%的股权后，福建子公司将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有

利于提高经营决策效率。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