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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

询函[2017]第 718 号），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并对《问询函》中所列问

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书面说明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请分别说明你公司取得上述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初始成本；本次交易前后

你公司对上述标的公司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和会计核算方法；说明上市公司是否

存在为上述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上述标的公司理财，以及上述标的公司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回复： 

1、公司于 2013年 8月以土地使用权方式出资 3,600万元，取得南通同洲视讯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同洲视讯”）40%的股权。南通同洲视讯注册资本

9,000 万元，公司出资 36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对南通同洲视讯的持股比例

为 40%，采用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本次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为 5%，转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使用成本法核算。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为南通同洲视讯提供 4,800 万元人民币贷款的保证担保，保

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公司与南通新东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

投资”）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南通投资保证，在本次股权转让

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2个月内，配合公司办理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

南支行解除合同编号为（2015）城南（保）字第 0013 号《保证合同》的连带责任担

保手续。因上述《保证合同》未及时解除导致公司因此承担保证义务而造成的损失，

公司有权向南通投资追偿。”公司未委托南通同洲视讯理财。截止到回复日，公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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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南通同洲视讯水电费 5,174.32 元。 

2、公司于 2010年 9月现金出资 750万元，取得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明科技”）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持有电明科技 1,275万股，持

股比例为 24.06%，采用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还持有电明

科技 480万股，持股比例为 9.06%，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使用成本法核算。 

公司未为电明科技提供担保，未委托电明科技理财。截止到回复日，公司应收电

明科技货款 634,457.31元。 

2、请分别说明交易对手方的主营业务，购买上述标的公司的目的及用途，并请

说明上述交易是否具备真实的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回复： 

1、经与南通新东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投资”）核实，南通投资

的相关情况如下：南通投资是江苏省级开发区南通崇川经济开发区投资的实体企业，

是南通市崇川经济开发区全资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开发区内各类型园区的开发与运营。

南通同洲视讯当前的主营业务是三网融合-智汇产业园开发与运营，本次交易之前南

通投资持有南通同洲视讯 40%的股权，其通过本次股权交易可达到控制标的企业，实

现其在区域内的产业规划布局，壮大自身资产实力之目的。 

南通同洲视讯当前主营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方向不一致，通过转让南通同洲视讯

部分股权，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为公司带来正向的现金流；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提高财务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是双方基于真实需要的正常交易，具备真实的商业实质，不存在其他利

益安排。 

2、经与深圳市富盈昌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盈昌盛”）核实，富盈

昌盛的相关情况如下：富盈昌盛的主营业务是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本次交易的标的

是公司所持有的电明科技 15%的股权；电明科技于 2015 年底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代码：835122）。富盈昌盛看好电明科技所处的 LED 行业及其

未来的业务发展前景，拟将该股权投资持有，以获得股权增值的收益。 

电明科技的主营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方向不一致，通过转让电明科技的部分股权，

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为公司带来正向的现金流；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财

务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是双方基于真实需要的正常交易，具备真实的商业实质，不存在其他利



益安排。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南通投资总资产为 18.29亿元，净资产为 8.51亿

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232.44 万元。 

截至 2017年 12 月 15日，富盈昌盛总资产为 1.07 亿元，净资产为 3,997.54 万

元，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5日实现净利润-2.46 万元。 

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手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并结合交易对

手方的主业发展及经营状况，说明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其履约资金的具体来

源，包括来源于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 

回复： 

1、经与南通新东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投资”）核实，南通投资

的相关情况如下：南通投资是江苏省级开发区南通崇川经济开发区投资的实体企业，

是南通市崇川经济开发区全资国有企业，成立于 2011年 11月 21 日，注册资本 86000

万元，主要负责开发区内各类型园区的开发与运营，当前经营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

履约能力。 

本次股权交易金额 5,451.49 万元，已得到双方授权机构的批准并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南通投资的自有资金。 

南通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910,932,698.56 1,828,992,860.30 

负债总额 1,077,684,528.00 977,466,933.37 

净资产 833,248,170.56 851,525,926.93 

财务指标 2017年1月1日-9月30日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527,683.78 157,541,000.00 

净利润 -18,277,756.37 -2,324,44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9,700,853.34 705,715,248.59 

 

2、经与深圳市富盈昌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盈昌盛”）核实，富盈

昌盛的相关情况如下：富盈昌盛成立于 2014年 4月 15日，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截

至 2017年 12月 15日股东实缴资本 4,000万元，其中，股东于 2017 年 12月 15日新



增实缴资本 3000万元），主营业务是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本次交易金额 2,511.498万元，富盈昌盛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其履约资金来源

于公司股东出资。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是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线上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本次股权转让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完成，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收到，不存在履约

风险。 

富盈昌盛最近一年及最新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15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7,125,392.41 - 

负债总额 67,150,000.00 - 

净资产 39,975,392.41 - 

财务指标 2017年1月1日-12月15日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4,607.5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988,525.59 - 

     

4、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南通同洲视讯的净资产为 1.08 亿元。本次交易以

2017 年 10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56 亿元。 

截至 2016年 12 月 30日，电明科技的净资产为 6,006.04 万元。本次交易以 2016

年 12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67 亿元。 

请分别说明上述标的公司账面值与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南通同洲视讯的账面值与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南通同洲视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当前的主营业务是三网融合-智汇产业园开发与

运营；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采用基础资产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壹亿伍仟伍佰柒拾伍万陆仟玖佰圆（RMB15,575.69 万元）人民币，评估增值

4,795.68 万元。评估增值部分主要来源于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等评估增

值： 

（1）流动资产：应收账款账面值 4,984.10 万元，评估值 5,138.25 万元，评估



增值 154.15 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值 458.51 万元，评估值为 635.82 万元，评估增

值 177.31万元；流动资产合计评估增值 331.46万元。评估增值原因：评估人员以清

查核实后的余额确定评估值，同时将已经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2）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委估宗地苏通国用（2013）04060021 号坐落在

崇川区观音山街道通富路东侧、新胜路南侧，东为河道、胜利路，南至其他用地，西

临通富路，北至新胜路的工业用地，土地权属性质为出让，终止使用日期 2057年 10

月 18日。无形资产账面值 1,943.80万元，评估值为 2,739.02万元，评估增值 795.22

万元。评估增值原因：土地市场价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3）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位于南通市崇川区胜利路

168 号，面积共 48,245.45平方米，其中地下室面积为 12,148.01 平方米，房屋性质

为工业厂房。固定资产账面值为 9,443.55 万元，评估值为 13,112.55 万元，评估增

值 3,669.00万元。评估增值原因：房屋建筑物在 2016年之前建造，当前建造成本较

当初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参考园区已经转让的房产价格及周边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

当期房屋建筑物市场价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根据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南通同洲视讯 35%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5,451.49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等于评估值，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合理。 

2、电明科技的账面值与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电明科技属于“轻资产”企业 

电明科技的主营业务包括智能交通类产品、LED 照明类产品和全彩屏类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 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959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相比，电明科技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电明科技的资产主要由货

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等构成，其资产主要靠电明科技自身的经营

积累形成，而且自其成立以来未进行较大规模的增资。因此，电明科技账面净资产金

额较小。 

（2）电明科技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电明科技所处行业为 LED及智能交通交叉形成的细分行业，伴随近年来基础设施

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而形成智能交通领域的巨大市场，以及大量存量高速

公路智能化升级改造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电明科技业务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电明科技 2014年、2015年、2016 年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56.1 万

元、573.1万元、1,551.8万元，2016年较 2015年增长 170.77%。报告期内，电明科

技的经营业绩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4）本次评估定价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电明科技属于典型的“轻资产”企业，其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小，账面值不高，

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包含企业所拥有自主

研发能力（掌握多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拥有 39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实用

新型专利 35 项，软件著作权 10 项等）、优质的客户资源、良好的品牌形象、优秀的

管理团队等重要的无形资源。为客观合理的反映电明科技的价值，本次评估定价采用

收益法结果确定，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客观、全面的反映企业

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收益法对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

16,743.32 万元。 

综上，收益法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对标的公司整体价值全面量化，充分反映了电

明科技的有利外部环境、行业先入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等核心竞争力因素对其

市场价值的影响。我们认为对拟转让的电明科技部分股权进行收益法评估并作为评估

结论，是符合评估准则或者行业惯例的，具备合理性。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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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手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并结合交易对手方的主业发展及经营状况，说明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其履约资金的具体来源，包括来源于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
	回复：
	1、经与南通新东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投资”）核实，南通投资的相关情况如下：南通投资是江苏省级开发区南通崇川经济开发区投资的实体企业，是南通市崇川经济开发区全资国有企业，成立于2011年11月21日，注册资本86000万元，主要负责开发区内各类型园区的开发与运营，当前经营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本次股权交易金额5,451.49万元，已得到双方授权机构的批准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南通投资的自有资金。
	南通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数据如下：
	2、经与深圳市富盈昌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盈昌盛”）核实，富盈昌盛的相关情况如下：富盈昌盛成立于2014年4月15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截至2017年12月15日股东实缴资本4,000万元，其中，股东于2017年12月15日新增实缴资本3000万元），主营业务是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本次交易金额2,511.498万元，富盈昌盛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其履约资金来源于公司股东出资。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是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线上协议转让方式进行，本次股权转让已于2017年12月27日完成，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收到，不存在履约风险。
	富盈昌盛最近一年及最新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数据如下：
	4、截至2017年10月31日，南通同洲视讯的净资产为1.08亿元。本次交易以2017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56亿元。
	截至2016年12月30日，电明科技的净资产为6,006.04万元。本次交易以2016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67亿元。
	请分别说明上述标的公司账面值与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南通同洲视讯的账面值与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南通同洲视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当前的主营业务是三网融合-智汇产业园开发与运营；评估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采用基础资产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壹亿伍仟伍佰柒拾伍万陆仟玖佰圆（RMB15,575.69万元）人民币，评估增值4,795.68万元。评估增值部分主要来源于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等评估增值：
	（1）流动资产：应收账款账面值4,984.10万元，评估值5,138.25万元，评估增值154.15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值458.51万元，评估值为635.82万元，评估增值177.31万元；流动资产合计评估增值331.46万元。评估增值原因：评估人员以清查核实后的余额确定评估值，同时将已经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2）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委估宗地苏通国用（2013）04060021号坐落在崇川区观音山街道通富路东侧、新胜路南侧，东为河道、胜利路，南至其他用地，西临通富路，北至新胜路的工业用地，土地权属性质为出让，终止使用日期2057年10月18日。无形资产账面值1,943.80万元，评估值为2,739.02万元，评估增值795.22万元。评估增值原因：土地市场价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3）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位于南通市崇川区胜利路168号，面积共48,245.45平方米，其中地下室面积为12,148.01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工业厂房。固定资产账面值为9,443.55万元，评估值为13,112.55万元，评估增值3,669.00万元。评估增值原因：房屋建筑物在2016年之前建造，当前建造成本较当初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参考园区已经转让的房产价格及周边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当期房屋建筑物市场价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根据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南通同洲视讯35%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5,451.49万元。本次交易作价等于评估值，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合理。
	2、电明科技的账面值与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电明科技属于“轻资产”企业
	电明科技的主营业务包括智能交通类产品、LED 照明类产品和全彩屏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959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相比，电明科技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电明科技的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等构成，其资产主要靠电明科技自身的经营积累形成，而且自其成立以来未进行较大...
	（2）电明科技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电明科技所处行业为LED及智能交通交叉形成的细分行业，伴随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而形成智能交通领域的巨大市场，以及大量存量高速公路智能化升级改造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电明科技业务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电明科技2014年、2015年、2016年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56.1 万元、573.1万元、1,551.8万元，2016年较2015年增长170.77%。报告期内，电明科技的经营业绩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4）本次评估定价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电明科技属于典型的“轻资产”企业，其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小，账面值不高，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包含企业所拥有自主研发能力（掌握多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拥有39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35项，软件著作权10项等）、优质的客户资源、良好的品牌形象、优秀的管理团队等重要的无形资源。为客观合理的反映电明科技的价值，本次评估定价采用收益法结果确定，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客观、全面的反映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收益法对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16,743.32万元。
	综上，收益法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对标的公司整体价值全面量化，充分反映了电明科技的有利外部环境、行业先入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等核心竞争力因素对其市场价值的影响。我们认为对拟转让的电明科技部分股权进行收益法评估并作为评估结论，是符合评估准则或者行业惯例的，具备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