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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海威船舶电器有限公司 75%股权的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塔实业”）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桂林海威船舶电器有限公司 75%股权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应到 11 人，实到 11 人；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事项已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复，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

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与公司军工业务协同发展，

深化公司高端军工板块的战略布局，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贷款资金

3.225 亿元收购桂林海威船舶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海威”）

75%股权，交易完成后，桂林海威将成为宝塔实业的控股子公司；授

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并全权办理本次投资行为的相关事宜，上

述授权可转授权。 

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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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该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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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桂林海威 14 位自然人股东，其股权结构如下

表：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转让比例（%） 

1 陈永鸿 204.849 28.1 21.075 

2 康羽 102.06 14 10.5 

3 蒋文利 80.19 11 8.25 

4 谢小华 61.965 8.5 6.375 

5 张建军 59.778 8.2 6.15 

6 江启悦 45.927 6.3 4.725 

7 李志刚 41.553 5.7 4.275 

8 郭峻 36.45 5 3.75 

9 费良蓉 21.5055 2.95 2.2125 

10 王力生 20.0475 2.95 2.2125 

11 周世勋 15.6735 2.75 2.0625 

12 罗维明 10.206 2.15 1.6125 

13 易雪梅 10.206 1.4 1.05 

14 覃港华 7.29 1 0.75 

合计 729 100 75 

三、交易标的情况 

桂林海威成立于 2000 年，主要经营生产及销售船用电气系统、

控制设备、消磁设备等军品，是国内舰用消磁电流控制设备主要生产

厂家之一，主要产品为消磁控制仪及消磁电源设备，已为我国多种型

号舰艇生产多套消磁电流控制设备，桂林海威目前市场占有率在消磁

设备市场居首位。 

（一）本次收购标的为桂林海威，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桂林海威船舶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7188391397 



注册地址：桂林市翠竹路８号 

成立日期：2000年 06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陈永鸿 

注册资本：729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729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及修理船用电气系统、控制设备、

仪器、仪表及附件、校验装置、工模具、办公自动化设备，机械加工

及技术咨询服务。 

桂林海威实际控制人为陈永鸿。本公司与桂林海威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二）桂林海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财务数据已审计） 

单位：元 

会计科目 截止 2017年 5月 31日 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8,678,208.52 87,243,327.30 

负债总额 21,191,079.41 21,732,421.60 

应收账款 48,841,881.76 37,353,758.84 

净资产 67,487,129.11 65,510,905.70 

营业收入 51,750,555.56 80,257,611.95 

营业利润 22,570,391.22 27,245,255.72 

净利润 21,980,783.41 22,076,62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486,061.52 24,625,519.92 

注：2016 年度及 2017 年 5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具有相关证券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三）评估报告概述 

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评

估资格，以下简称“中瑞国际”）就桂林海威开展了评估工作，并已



出具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1、评估目的：因公司拟收购桂林海威 75%股权事宜，我公司委

托中瑞国际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桂林海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了评估，本次评估的公允价值仅供该经济行为提供资产价值参考。 

2、价值类型及其定义：本次资产评估确定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

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

迫压制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

额。 

3、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本次评估对象为桂林海威于评估基准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是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涉及的全

部资产及负债。 

4、评估基准日：2017 年 05 月 31 日。评估中所采用的一切取价

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5、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对桂林海威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 

6、评估结论： 

（1）成本法评估结论 

以持续经营为假设前提，截至评估基准日委估的资产账面价值

8,867.82 万元，评估值 8,964.65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 2,119.11 万

元，评估值 2,119.11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6,748.71 万元，评估值

为 6,845.54 万元，评估增值 96.83 万元，增值率 1.43%。 

经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对桂林海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了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05 月 31 日桂林海威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6,845.54 万元。 

（2）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桂林海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进行了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05 月 31 日，桂林海威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 43,032.46 万元，评估增值 36,283.75 万元，增值率

537.64%。 

（3）评估结论的最终选取 

桂林海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为 6,845.54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43,032.46 万元，差异额为 36,186.92

万元。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

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

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而收益法

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产出能力(获

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

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在如此两种不同价值标准前提下

产生一定的差异应属正常。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为桂林海威拟股权转让的需要提供价值参

考依据，收益法从未来获利角度考虑，反映了企业的综合获利能力，

更符合本次评估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桂林海威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因此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即



桂林海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3,032.46 万元(大写金额为肆亿叁

仟零叁拾贰万肆仟陆佰元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主体 

甲方：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陈永鸿等十四位自然人股东 

陈永鸿身份证号码：6101131966XXXX2133 

住所：桂林市朝阳路 21 号奇峰小筑景峰苑 11 号-3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的总体框架 

（1）收购方式：各方约定，甲方收购乙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75%股权达到控制目标公司的目的。 

（2）目标公司估值：各方确定目标公司 100%股权整体估值作价

为人民币 4.3 亿元。 

（3）业绩承诺：乙方在此不可撤销的承诺，2017 年-2019 年各

会计年度经甲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目标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人民币 3,400 万元、人民币 3,600 万元、人民币 3,800 万元，

或 2017年-2019年会计年度完成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10,800万

元，目标公司未完成上述业绩承诺乙方承担补偿业绩责任：乙方向甲

方补偿金额=（业绩承诺金额-目标公司实际完成净利润金额）

*3.98*75%。 

（4）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各方确认，甲方向乙方购买目标公司 75%股权，本次交易的总价

款为人民币 3.225亿元，上述总价款甲方按如下约定期限向乙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支付： 

i.第一期款项支付：在完成标的股权之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2

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60%，即人民币 1.935 亿元。 

ii.第二期款项支付：在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情况下，甲方向乙

方支付第二期款项支付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9,675万元： 

（i）目标公司经甲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 2018 年年

度审计报告且审计结果显示目标公司已完成本协议第（3）款约定业

绩承诺； 

（ii）甲方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并经甲方履行上市公司公

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iii.第三期款项支付：在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情况下，甲方向乙

方支付第三期款项支付总价款的 10%，即人民币 3,225万元：  

（i）目标公司经甲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 2019 年年

度审计报告且审计结果显示目标公司已完成本协议第（3）款约定业

绩承诺； 

（ii）甲方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并经甲方履行上市公司公

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2、资产交割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资产交割。 

 



五、 项目行业情况 

（一）行业背景 

国内目前具有从事船舶消磁设备的研制和生产的企业，除海威船

舶外，还有少量央企下属单位从事科研及部分设备和零部件生产。桂

林海威市场占有率在消磁设备市场居首位。 

桂林海威成立于 2000 年，主要经营生产及销售船用电气系统、

控制设备、消磁设备等军品，是国内舰用消磁电流控制设备主要生产

厂家之一，主要产品为消磁控制仪及消磁电源设备，已为我国多种型

号舰艇生产多套消磁电流控制设备。 

近几年桂林海威也致力于消磁电源研发，掌握消磁电源所需要的

电磁兼容、软开关、并联冗余、感性环境运用及多绕组动态干扰补偿

等技术。未来还可能进行电源装置开发，如无线充电设备等。 

（二）消磁概述 

在舰船上安装消磁系统是舰船磁性防护的最有效手段，主要目

的是预防敌方磁性武器攻击和磁性探测，提高舰船生命力。钢铁建造

的舰船在航行时，会使磁场发生畸变，水中兵器（主要是磁性水雷）

可以利用这种畸变使引信动作而起爆，达到直接摧毁舰船的目的。所

谓舰船消磁就是降低舰船磁场，使其低于磁探和引信的灵敏度，从而

提高舰船的磁性防护水平。舰船消磁系统主要由舰内消磁绕组、消磁

控制设备和消磁电源 3 部分组成。要求舰船消磁系统所产生的磁场能

够补偿舰船的感应磁场和剩余固定磁场，将舰船磁场减弱或保持在一

定范围，保护舰船海上航行安全。 



目前我国消磁技术日臻成熟，所有海军舰艇均需安装消磁设备，

对于扫雷舰尤其重要。消磁设备技术成熟，市场稳定、可持续。 

六、 投资背景 

1、政策背景 

根据 2015 国防白皮书《中国军事战略》中海军发展方向，我国

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

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

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

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2016 年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

见》。《意见》中指出要优化武器规模，装备结构，淘汰老旧装备，发

展新型装备。这势必会加大军费支出，促进军工产业企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军费逐年增加，每年基本保持 10%以上的增长幅度。

2016 年军费总支出达到 9543 亿元，近 10 年来，我国军费占 GDP 比

重平均 1.25%，远低于各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军费支出仍有较大空间。

近十年军费增长率、各国军费 GDP比重及军费支出前 10国家如下图： 



 

2、军工行业特点 

1）行业壁垒极高：包括许可资质壁垒，先入优势壁垒，技术工

艺壁垒，专业人才壁垒和资金实力壁垒等。 

2）先入为主：产品一旦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军方一般不会轻

易更换产品，并对产品的后续技术支持存在依赖性。 

3）军品采购决策周期较长：军方批准产品定型的程序从产品立

项到设计定型从而实现销售的周期较长。 

4）军品采购的延续性：型号产品从最开始装备部队到最后淘汰

的周期为 5-10 年，在型号产品周期内，军方对其采购具有一定的延

续性特点。 

3、海军发展背景 

最近几年，我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我国拥有长达 1.8

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 1.4 万多公里的岛屿岸线。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民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在近岸海域实施防御作战。直到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海军建设才从近岸防御转向近海防御。 

中国海军现有 23.5 万人，下辖北海、东海和南海 3 个舰队，远

海训练和中外海上联合演习日益频繁。2012 年 9 月，我国第一艘航

空母舰辽宁舰交接入列，对于海军建设意义重大。 

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

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

适应的现代海上军事力量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战略

通道和海外利益安全，参与海洋国际合作，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

支撑。我国的海洋安全战略从近海防御转变为远海防卫战略，我国海

军国防装备建设可能保持相当一段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并对船舶配

套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2014 年开始我国海军舰艇无论是舰艇建造数量还是总吨位都超

过美国，在作战舰艇方面，中国海军 2014 年下水作战舰艇 15 艘、总

吨位 9.5 万吨；2015 年下水作战舰艇 23 艘，总吨位 20.5 万吨，2016

年服役 24 艘，总吨位 15 万吨，预计 2017 年下水 20 艘，总吨位超过

18 万吨。海军舰艇目前处于高速稳定的发展期。舰艇设备未来几年

需求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七、 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收购必要性分析 

1、适应国家军事装备的发展需求。在我国大力发展和提升先进

军事装备水平的大背景下，海军舰艇的建造处于高速稳定的发展期，

舰艇消磁控制仪及消磁电源设备的需求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增长。桂



林海威作为舰艇消磁设备最大的企业，为进一步适应和满足海军舰艇

装备水平的发展形势和需求，须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的品

质和科技含量。 

2、提升桂林海威军工装备服务水平,符合桂林海威战略发展方向。

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桂林海威融资水平，改善桂林海威资产质量，引

进桂林海威急需的科研、技术、管理等高端人才；对其扩大生产规模、

推动公司发展水平以及拓展开发电源装置新领域等方面都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同时，通过股权转让，使得桂林海威股权结构一改离散状

态而极大地集中，更有利于桂林海威积极响应和服务国家军工生产的

决策。此次股权转让符合桂林海威战略发展方向。 

3、符合宝塔实业战略发展方向。宝塔实业有着 50 余年的轴承产

品制造历史，其也同属于军工配套生产企业，军工质量体系完备，科

研生产资质齐全，有着悠久的陆军装备生产历史，其发展战略是构建

完整的军工生产产业链，做大做强军工板块，此次股权受让符合宝塔

实业战略发展方向。 

国家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正当其时，此次股权转让不仅符合企

业的发展战略，同时形成了产融结合，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良好发

展态势，为企业提高经营活力、增强创新能力，未来承担和做好各自

领域内的军工装备科研、生产任务，提供了更优的发展平台和预期。 

（二）本次收购的可行性分析 

1、收购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公司 50 多年发展历程中有着悠久的军工生产历史，2011 年资产



重组后，公司提升了对发展军工产品的重视程度，军工产品的发展被

史无前例的写入公司长远规划。公司具备陆装生产优势，与桂林海威

的海装优势形成互补，强化和构筑军工完整产业链，发展形成积极的

协同性和交互性影响，更好地服务于国防建设。公司同时伺机进入仪

器仪表类设备制造领域，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桂林海威生产海军各

类舰艇用消磁设备，大部分海军舰艇均有使用桂林海威消磁设备。需

求资产质量较好，盈利能力较强，能够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

也符合公司发展军工类产品的战略。 

2、船舶市场稳定，前景可期 

随着中国海军舰艇建造的节奏加快，国家航母舰队的扩大和成熟，

国家对军事舰艇的需求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国家周围消磁控制

仪及消磁电源设备的需求在稳定的基础上有所增长，市场比较成熟稳

定，消磁控制仪及电源设备产品工艺成熟，生产质量稳定，由政府指

定生产的方式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每年贡献利润稳定且可持续。 

八、 本次收购目的及影响 

本次收购能够有效地扩大公司军工板块业务，公司将借此大力推

动军工业务的发展，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一致。能够有效的改善

公司资产及盈利状况，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盈利能力，对于解除

退市风险警示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本项目的实施方向明确、收益预

期显著、风险可控，具备切实的可行性。 

九、 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收购事项，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公司本次收购桂林海



威 75%股权，有利于推动公司转型创新发展，加快公司军工板块的布

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改善公司主营

产业，扩大业务规模，并最终实现投资利益，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

经营的稳健性、持续性；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中小股东权益的行

为，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因此我

们事前认可并一致同意此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评估报告； 

5、审计报告； 

6、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复文件。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