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269             证券简称：联建光电             公告编号：2017-097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联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向杭州磐景智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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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建光电”）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联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动投资”）与杭州磐景智造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磐景”或“标的公司”）股东潘建勇、金涛、

缪逸男签订投资协议书，联动投资以自筹资金 2,200万元（人民币，下同）对杭

州磐景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联动投资持有杭州磐景 25%的股权。 

2、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的交易金额属于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的审批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潘建勇 

潘建勇先生为杭州磐景股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持有杭州磐景34.965%

的股权。 

2、金涛 

金涛先生为杭州磐景股东、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持有杭州磐景34.965%的

股权。 

3、缪逸男 

缪逸男女士为杭州磐景股东、金涛先生妻子，与金涛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持

有杭州磐景30.07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杭州磐景智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593065159Q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建勇 

成立日期：2012年 3月 21 日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机电设备、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销售、租赁；动画的设计、制作（限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广告的

设计、制作、发布（凡涉及许可证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承办展会；企业形象

策划。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杭州磐景的股权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潘建勇 349.65 34.965% 

2 金涛 349.65 34.965% 

3 缪逸男 300.70 30.070% 

合计 1,000.00 100%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磐景智造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 ZI50092 号），杭州磐景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 

营业收入 5,029,707.41 4,804,028.87 

营业利润 -19,301.39 -2,445,284.99 

净利润 -15,801.39 -2,322,683.71 

项目 2017年 6月 30日 2016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201,899.75 8,177,477.13 



 

 

负债总额 12,668,198.39 12,627,974.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66,298.64 -4,450,497.25 

4、标的公司业务基本情况 

杭州磐景是一家创新型新媒体设备制造商和新户外媒体广告平台运营商。依

托自主研发的新户外媒体专利产品，通过云端远程操作，实现广告片的制作、生

成、预览、上传。 

目前杭州磐景的营收主要来源于设备销售，其新媒体设备产品包括：魔方柱、

滑动屏、旋转屏，目前已获得十多项国家专利。未来杭州磐景将依托其产品的创

新性和独特性，通过“以设备换阵地”的方式，布局一系列高价值阵地，逐步转

型为以产品为导向，以创意为核心的新媒体运营商。关于杭州磐景的主要产品情

况如下： 

（1）魔方柱 

杭州磐景魔方柱产品由三个动力总成构成，每个总成配三块屏幕，再串联成

塔状结构。整台设备集中控制，视频与动作能够实现完美配合。产品的外观、结

构、控制系统等都已获得国家专利。杭州磐景魔方柱产品能够根据广告创意的不

同需求，对屏幕旋转进行精确控制，以实现不同的视觉效果，且魔方柱产品不占

用墙面、占用场地小，适合投放于机场、高铁、商业街、购物中心等人流密集、

广告价值大，但阵地费用非常高昂的地方。 

（2）滑动屏 

杭州磐景滑动屏是基于传统 LED刷屏广告机之上的一种创新产品。滑动屏在

传统 LED广告机上添加了一条上下（或左右）来回滑动的，具备显示功能的滑动

条。该产品可根据不同的广告创意设计，智能调节滑动条的滑动速度，为广告主

实现众多具备一定视觉冲击力的动态创意效果。 

（3）旋转屏 

旋转屏是杭州磐景研发的第一款产品，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有一定视

觉冲击力的广告创意，适合在展会、企业总部、路演中心、商场、地铁、火车站、

机场等室内环境应用。 

5、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由双方通过谈判形成，并经过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增资的相应的对价。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案 

1.1经原股东、杭州磐景及联动投资协商同意，在满足本次交易先决条件或

被联动投资豁免基础上，由联动投资以自筹资金 2,200万元，通过向杭州磐景增

资的方式取得标的公司股权，本次交易后，获得标的公司全面摊薄后 25%的股权。 

1.2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股东、出资额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潘建勇 349.65 34.965% 

2 金涛 349.65 34.965% 

3 缪逸男 300.70 30.070% 

合计 1,000.00 100% 

1.3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东、出资额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潘建勇 349.65 26.224% 

2 金涛 349.65 26.224% 

3 缪逸男 300.70 22.552% 

4 联动投资 333.33 25.000% 

合计 1,333.33 100% 

2、增资价款及支付方式 

2.1以各方确认的标的公司估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本次新

增出资 333.33 万元，本次增资总价款为 2,200 万元，增资价款超过新增注册资

本部分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后联动投资持有杭州磐景 25%的股权。 

2.2支付计划 

联动投资增资款分 2次支付： 

a．第一期：标的公司已经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工商登记

系统里，联动投资持有标的公司 25%的股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联动投资开

始向标的公司支付第一期增资款 1,200 万元，联动投资支付的第一笔增资款中

333.33万元进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余额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金； 



 

 

b.根据具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7 年度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实现 2017年净利润 400 万元（包括本数）以上或标的公司 2017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未达到 400 万元以上（包括本数），但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财务指

标符合投资预期的，且提出经联动投资认可的书面资金使用计划后 10 个工作日

内支付第二期增资价款 1,000 万元，全部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金。 

3、业绩承诺/补偿 

原股东承诺标的公司 2018、2019、2020 年经标的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00 万元、

2,000 万元、2,500 万元，承诺期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6,000 万元。

因股权激励而产生的股份支付（股份支付具体认定标准及计入金额以联动投资认

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数据为准）导致承诺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值的，联动投

资视为原股东完成了业绩承诺。 

如标的公司在任一会计年度终结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

则原股东同意以现金或股权的方式或现金加股权的方式对联动投资进行补偿，各

方同意原股东优先以现金方式补偿，如现金不足以支付全部补偿的，则差额部分

由原股东以股权进行补偿，并且由原股东就上述补偿互为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3.1现金补偿 

原股东同意当年现金补偿金额将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金额=（当期期末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当期期末实现扣非净利润数）

×25% 

如计算结果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已经补

偿的现金不退回。 

3.2股权补偿： 

联动投资有权要求原股东进行股权补偿，原股东同意股权补偿比例将按照如

下公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权比例=当年应补偿金额÷（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数×当年 PE）

×100%，累积股权补偿比例最高不超过原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4、标的公司内部治理 

4.1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董事会人数为 3人，联动投资委派 1名董



 

 

事，原股东委派 2名董事。除特别事项需同时经联动投资委派董事表决通过方能

生效外，一般事项董事会决议需经过半数董事出席且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方

为有效。 

4.2针对标的公司的重大事项，需要经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针对如重

大资产出售、对外投资、融资借款等事项，联动投资具有一票否决权，且该等一

票否决权不低于公司原股东/董事中享有一票否决权的权利标准。 

5、其他约定 

5.1 本次交易完成后，联建光电及其子公司与杭州磐景可在媒体资源合作、

设备制造、供应链及销售渠道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在业务方面，联建光电及其

子公司享有与杭州磐景优先合作权。 

5.2 联动投资对标的公司拥有全面的监督权和知情权：标的公司的订单、采

购合约、支付、业务系统、人力资源、ERP、财务等所有系统、实时数据对联动

投资公开，联动投资有权随时查看、监督。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的目的 

杭州磐景的产品形式创新，具备稀缺性，适合布置在机场、高铁、核心商圈

等的位置，实现更好的广告展示效果。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

司产品类别，实现公司数字户外媒体网络业务的战略性布局，提升公司的整体竞

争力。 

2、本次收购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将在媒体资源合作、设备制造、供

应链及销售渠道等方面可以与杭州磐景资源共享。公司通过本次增资与杭州磐景

进行业务上的深度合作，同时建立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协同效应，从而进一步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实现以数据驱动的整合营销服务集团的战略布局。 

（2）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磐景的LED产品将全部优先从公司采购。随着杭

州磐景业绩的逐步增长，将一定程度上带动公司数字显示设备业务的增长，形成

各业务板块之间的联动。 

3、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产品风险 



 

 

当前标的公司为魔方柱、滑动屏等新媒体形式的创新者，同时标的公司在产

品成熟度上占据一定先发优势。如标的公司无法及时更新产品，抢占产品市场，

则未来可能将出现大量同类竞争产品，面临失去市场的风险。 

目前，标的公司拥有多项新产品的技术储备，未来仍具备一定持续创新的能

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整合其媒体资源，帮助标的公司迅速抢占高铁、商

圈等关键阵地，在短时间内在高铁、商圈等位置形成全国联播网络，从而形成一

定竞争壁垒。 

（2）财务风险 

标的公司正处于初创期，在财务管理方面缺乏一定的经验。对此，公司在投

资完成前已所对标的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以使其达到上市公司的要求。

根据投资协议的要求，公司有权向标的公司指派财务总监，全权负责标的公司财

务管理工作，以建立完备的财务内控机制，减少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关于杭州磐景智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 

2、关于杭州磐景智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3、杭州磐景智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 ZI50092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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