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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66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17-076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合肥井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2.49%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公司决定将持有的合肥井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肥井松”）22.49%股权以 4,498 万元价格转让给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元基金”）、刘振、周利华、樊晓宏、吴睿、张静、黎敏；交易完

成后，公司预计将增加税前利润总额 1394万元，保留持有合肥井松的 4.9%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公司董事会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等待受让方付款及完成工商变更等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6年 7月 29日，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音飞储存”或“公司”或“本公司”）与合肥井松自然人股东韩龙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收购韩龙持有的合肥井松

27.39%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3,780 万元。 

近期，公司收到合肥井松函件：“合肥井松是一家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商

和智能装备制造商，拟实施登陆资本市场、实现国内 A股上市的战略，但鉴

于音飞储存持有合肥井松 27.39%股份，为合肥井松第二大股东，持有比例

仅比公司创始人持有的 33.87%股份低 6.48%，系合肥井松的关联方，涉嫌存

在同业竞争，影响审核机构对合肥井松独立性的判断，可能对合肥井松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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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实质性障碍。因此，合肥井松其他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希望音飞储存转

让其所持有合肥井松的部分股权。” 

2017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转让合肥井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2.49%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与安元基金、刘振、周利华、樊晓宏、吴

睿、张静、黎敏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4098.00 万元的价格

向安元基金转让合肥井松 20.49%股权；以人民币 80万元的价格向刘振转让

合肥井松 0.4%股权；以人民币 270万元的价格向周利华转让合肥井松 1.35%

股权；以人民币 30 万元的价格向樊晓宏转让合肥井松 0.15%股权；以人民

币 10 万元的价格向吴睿转让合肥井松 0.05%股权；以人民币 5 万元的价格

向张静转让合肥井松 0.025%股权；以人民币 5 万元的价格向黎敏转让合肥

井松 0.025%股权。本次转让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498 万元。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保留持有合肥井松的 4.9%股权。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487227680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咏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6号海恒大厦 515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债权及其他投资；投资顾问、管理及

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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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近三年发展状况： 

安元基金自成立以来，坚持“立足安徽，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为主线，以全方位、专业化服务促进优质企业快速进入多层次资

本市场为目标，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的经营宗旨，稳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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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积极开展子基金创设和直接股权投资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6 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资产总额

304,245.63 万元，资产净额 303,413.75 万元，营业收入 3,824.07 万元，

净利润 1,228.82 万元。 

（二）刘振 

刘振先生，1976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籍贯安徽省界首市。

1999 年 7 月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2009 年 9 月

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9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安徽国风集团公司董事长秘书、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和董事、

总经理，安徽新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华地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安徽南翔万商物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安徽智赢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安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三）周利华 

周利华先生，1966年 11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双学士

学历。曾任安徽省证券公司投行部项目经理，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

副经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总经理。现任安徽安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淮北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安庆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滁州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黄山市安元现代服务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铜陵安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六安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山科

宏生物香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天立

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四）樊晓宏 

樊晓宏先生，1981年 10月出生，安徽阜阳人，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任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经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业务三部副总经理。现任安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业务二

部总经理。 

（五）吴睿 

吴睿先生，1979 年 8 月出生，安徽无为人，中共党员。1999 年 7 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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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理工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2009 年 3 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社会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具有一般证券业务、证券投资顾问、证券投资分析师、

以及基金从业资格。曾先后在牡丹江市外贸局、日本东京イ-スタジア（东

亚）株式会社、国元证券人力资源部、安元基金筹备组工作。曾任东京イ-

スタジア（东亚）株式会社国际商务科副科长；现任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安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综合管理部

副总经理。 

（六）张静 

张静，女，1984 年生，汉族，安徽人，2012 年 3 月毕业于同济大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大精英项目，双硕士。2012 年 9

月至 2017年 3 月就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任安徽

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二部投资经理。 

（七）黎敏 

黎敏，女，1991 年生，汉族，安徽人，2017 年 6 月毕业于安徽大学会

计学专业，硕士，现任安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二部投资经

理。 

安元基金、刘振、周利华、樊晓宏、吴睿、张静、黎敏与音飞储存之间

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合肥井松 22.49%的股权。交易标的产权清

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一）名称：合肥井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998066372 

（三）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四）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工业园经三路 2号厂房一房 

（五）法定代表人：姚志坚 

（六）注册资本：3510 万 

经营范围：自动化物流仓储系统、自动化立体停车库研发、制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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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及技术服务；自动化物流分拣系统研发、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控制

系统软件研发及销售；机械设备设计、加工、销售、安装；自动化系统维护、

咨询、销售、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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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姚志坚 1,188.837 33.87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961.389 27.39 

李凌 379.431 10.81 

合肥凌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0.6 6.00 

阮郭静 225.693 6.43 

徐伟 105.3 3.00 

华贸中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38.75 12.50 

合计 3,510 100.00 

其他股东均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6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64.77 26,765.68 

负债总额 17,231.92 21,151.87 

净资产 5,132.85 5,613.81 

 2016年度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15,560.25 6,361.75 

净利润 1,510.58 480.96 

（九）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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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所确定的合肥井松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5

月 31 日。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合肥

井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139.03 万元人民币（大写 人民币壹亿玖仟壹

佰叁拾玖万零叁佰元整），较账面净资产 6,099.44万元增值13,039.59万元，

增值率 213.78%。 

（十）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从行业前景和技术潜力角度分析，交易各方均认可合肥井松具备一定的

市场价值。因此，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公司股权的转让交易价格为：合肥

井松 100%股权价值 20,000万元×22.49%股权=4,498万元。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转让方）：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乙方 1：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乙方 2：刘振 

乙方 3：周利华 

乙方 4：樊晓宏 

乙方 5：吴睿 

乙方 6：张静 

乙方 7：黎敏 

（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 乙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全额付清。 

2、甲、乙双方依法各自承担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税费。 

（三） 声明、保证和承诺 

1、甲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甲方保证依约转让合肥井松公司股权，并有责任配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需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乙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1）乙方保证依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有责任配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需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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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约责任 

任一方存在违约行为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立即纠正违约行为，且违约

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 

（五）争议的解决 

因本协议产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提交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裁

决。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在受让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后，本次转让合

肥井松 22.49%股份，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预计可增加税前利润总

额 1394万元。 

 

六、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等待受让方付款及后续工商变更等事项，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