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80        证券简称：华峰超纤        公告编号：2017-047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深圳市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富通”）对外

投资成立深圳市汇商盈实业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商盈”），同意汇商盈以

100 万元收购威富通持有的深圳汇商通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商通盈”）10%

股权，以 20 万元收购深圳市合汇通实业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汇通”）持

有的汇商通盈 35%股权，合计持有汇商通盈 45%股权。根据汇商通盈《公司章程》

规定，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实缴资本 162.5 万元，其中威富通认缴 100 万元，

实缴 100 万元，合汇通认缴 875 万元，实缴 50 元，待缴纳出资 825 万元。本次转让

完成后，汇商盈将按照汇商通盈《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缴纳原合汇通 330 万元出资

的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 对外投资成立汇商盈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子公司深圳市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拟认缴出资 112.5 万元，公司拟任董事鲜丹

拟认缴出资 22.5 万元，公司拟任董事王彤拟认缴出资 22.5 万元，林小波拟认缴出资

99 万元，田阳文拟认缴出资 99 万元，袁银强拟认缴出资 94.5 万元，共同发起设立

深圳市汇商盈实业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审核通过为准），

其中鲜丹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合伙人类型 拟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威富通 有限合伙人 112.5 25% 

鲜丹 普通合伙人 22.5 5% 

王彤 有限合伙人 22.5 5% 

林小波 有限合伙人 99 22% 

田阳文 有限合伙人 99 22% 

袁银强 有限合伙人 94.5 21% 

合计  450 1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子

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由于涉及与拟任董事之间的关联交

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后，授权威富通管理层办理本次对外

投资相关事宜。 

4、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说明 

鲜丹持有本公司 4592.4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7.28%，为公司拟任董事，威富通

现任董事长、总经理。 

王彤持有本公司 1345.61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2.13%，为公司拟任董事，威富通

现任董事。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林小波、田阳文、袁银强为合作伙伴，与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主要

股东、公司及威富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汇商盈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姓名：鲜丹 

性别：男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009 号中科大厦 25 层 

国籍：中国 

鲜丹持有本公司 4592.4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7.28%，为公司拟任董事，威富通

现任董事长、总经理。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姓名：王彤 

性别：男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009 号中科大厦 25 层 

国籍：中国 

王彤持有本公司 1345.61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2.13%，为公司拟任董事，威富通

现任董事。 

姓名：林小波 

性别：男 

住所：湖北省浠水县竹瓦镇 

国籍：中国 

林小波与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主要股东、公司及威富通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姓名：田阳文 

性别：男 

住所：四川省渠县三汇镇 

国籍：中国 

田阳文与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主要股东、公司及威富通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姓名：袁银强 

性别：男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石鼓湾花园 

国籍：中国 

袁银强与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主要股东、公司及威富通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名称：深圳市汇商盈实业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南区高新南一道中科研发园 

合伙目的：保护全体合伙人的合伙权益，取得最佳经济效益 

合伙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合伙期限为 20 年 

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在申请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前缴纳 

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合伙企业的利润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担。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及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鲜丹 1 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

代表执行。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 

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执行

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

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

担。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

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 

 

四、股权转让概述 

（一）股权转让概述 

汇商盈拟以现金 100 万元收购威富通持有的汇商通盈 10%股权，以现金 20 万元



收购合汇通持有的汇商通盈 35%股权，交易完成后，汇商盈将持有汇商通盈 45%股

权，并承担原合汇通 330 万元出资的义务。 

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子

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概述 

公司名称：深圳汇商通盈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南区高新南一道中科研发园三号楼塔

楼 11 楼 A 单位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吕海峰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7 年 4 月 24 日-2047 年 4 月 12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投

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管理咨询（不含

限制项目）；市场营销策划；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合汇通 875 87.5% 50 

威富通 100 10% 100 

林小波 25 2.5% 12.5 

合计 1000 100% 162.5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未经审计），汇商通盈实收资本

1,625,000 元，资产总额 1,275,128.52 元，负债总额 249,459.95 元，净资产 1,025,668.57

元，当年净利润为-599,331.43 元，资产负债率 19.56%。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概述 

1、交易对手深圳市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交易对手深圳市合汇通实业中心（有限合伙）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吕海峰 

注册资本：100 万元 

营业期限：2016 年 9 月 23 日-2036 年 9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吕海峰 50 50% 

王文兴 50 50% 

合计 100 100% 

其中，吕海峰在威富通任职，但未担任其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王文



兴担任威富通董事。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未经审计），合

汇通实收资本 500,000 元，未发生收入和成本。 

（四）股权转让主要内容 

1、标的股权  

威富通、合汇通分别持有的汇商通盈 10%、35%股权。 

2、交易定价依据 

由于汇商通盈成立时间较短，在参考汇商通盈目前的资产净资产状况以及各方

的实缴出资金额，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3、交易对价 

交易金额为 120 万元，以现金支付。 

4、时间安排 

在关联交易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股份交割，各方约定过渡期间标的资

产产生的损益归属于汇商盈。 

 

五、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威富通的主营业务是为银行提供移动支付的技术支持、运维保障以及运营和客

户服务，威富通的主要收入来自于银行的技术服务费，商户大部分是由银行及威富

通的代理渠道拓展而来。为吸收更多的业务资源，拓展更多的互联网合作伙伴，增

加威富通的移动支付服务综合实力以及为商家提供更多服务的能力，特成立汇商盈

并投资汇商通盈。 

鲜丹、王彤在移动支付行业中影响力较大，鲜丹、王彤部分持有汇商盈的股份，

并投资汇商通盈，有利于吸引行业中更多的资源和人才，更好地拓展威富通、汇商

通盈的业务。 

子公司本次投资拟使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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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与关联方发生的同类型关联交易情况 

2017 年 6 月 23 日,威富通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备案）

通知书》及新的营业执照，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已经完成。本次变更后,

威富通成为公司 100%控股的子公司。 

从股权手续完成至今，公司及子公司未和鲜丹、王彤发生过同类型的关联交易。 

 

七、本次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对议案均投赞成票。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后认为本项交易是为满

足子公司威富通业务拓展需要，有利于威富通更好的为客户服务，获取更多的商业

机会，子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我们进

行了充分的沟通，得到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我们认为，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价

格由交易方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均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子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华峰超纤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华峰超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华峰超纤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对外投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对外投

资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