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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9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2018005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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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实际控制人苏思通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控股股东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全部财产份额及转让其持

有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思通卓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转让

公司控制权； 

2、若本次权益变动全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然为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

钱建蓉先生。 

3、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8 年 4 月 19 日，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实际控制人苏思通先生通知，苏思通先生与上海创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锐投资”）、上海鹰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虹投

资”）签署《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同时苏思通先生与创锐投资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该事项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控制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苏思通先生与创锐投资、鹰虹投资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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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苏思通先生将其实际持有的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蓝海投控”）

52,798.8737 万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分别向创锐投资及鹰虹投资转让，其中

将 35,661.9124 万元财产份额（占标的企业出资比例为 67.53%转让给创锐投

资、将 17,136.9613 万元财产份额（占标的企业出资比例为 32.45%转让给鹰

虹投资（以下简称“本次份额转让”）；同时苏思通先生与创锐投资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苏思通先生将其持有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思通卓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通卓志”）51.00%的股权以 0 元价格转让给创

锐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全部完成后，创锐投资将成为蓝海投控执行事务合伙人思

通卓志的控股股东，创锐投资通过取得思通卓志 51.00%股权以及取得蓝海

投控 67.53%有限合伙财产份额，从而间接取得蓝海投控所持有的东晶电子

25.10%股票表决权（含登记在蓝海投控名下之 10.02%上市公司股票以及未

登记在蓝海投控名下但其通过接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之 15.08%上市公司股

票），公司控股股东仍然为蓝海投控，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钱建蓉先生。钱

建蓉先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信息 

（一）转让方 

姓名 苏思通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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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 号世纪金融广场 2 号楼 1004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受让方一 

1、受让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中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348 号 5 层 A 区 523 室 

法定代表人 钱建蓉 

注册资本 5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631618261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息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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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0 年 08 月 17 日至 2020 年 08 月 16 日 

通讯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767 弄 2 号楼 8 楼 

2、受让方一之实际控制人 

创锐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钱建蓉先生，钱建蓉先生通过其直接控

制的中锐控股控制中锐创投，通过间接控制的中锐创投控制创锐投资

（详细信息见同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受让方二 

1、受让方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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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鹰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7 号 13 号楼 2 层 

法定代表人 袁燕 

注册资本 200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42054295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以

上咨询均除经纪），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电脑图文设

计，酒店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

电信、金融业务），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配件、矿产品（除

专项审批）、建筑材料、橡胶制品、金属材料、金银制品、

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五金工具、电子仪器、

纺织品、服装及辅料、通讯器材、电脑、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焦炭、日用百货、劳防用品、玩具的销售，煤炭经

营，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仓储（除危险品），园

林绿化，绿化养护，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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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5 年 06 月 03 日至 2055 年 06 月 02 日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7 号 13 号楼 2 层 

2、受让方二之实际控制人 

袁燕女士、肖岩松先生、李添先生分别持有鹰虹投资 60%、30%、10%

的股份，袁燕女士为鹰虹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受让方一和受让方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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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出让方）：苏思通 

乙方一（受让方）：创锐投资 

乙方二（受让方）：鹰虹投资 

标的企业：蓝海投控 

2、签订时间 

2018 年 4 月 18 日 

3、主要内容 

（1）转让的标的财产份额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其实际持有的标

的企业 52,798.8737 万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占标的企业总财产份额的

99.98%，以下简称“标的份额”）转让给乙方，其中将 35,661.9124 万元财产

份额（占标的企业出资比例为 67.53%，以下简称“标的份额一”）转让给乙

方一、将 17,136.9613 万元财产份额（占标的企业出资比例为 32.45%，以下

简称“标的份额二”）转让给乙方二（以下简称“本次份额转让”）。 

（2）财产份额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①标的份额转让价格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标的份额的交易价格为 52,798.8737 万元（大写：

人民币伍亿贰仟柒佰玖拾捌万捌仟柒佰叁拾柒元整）。乙方一、乙方二本次

取得标的份额一、标的份额二的转让价格分别为 35,661.9124 万元（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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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叁亿伍仟陆佰陆拾壹万玖仟壹佰贰拾肆元整）、17,136.9613 万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柒仟壹佰叁拾陆万玖仟陆佰壹拾叁元整）。 

②标的份额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甲乙各方同意，乙方受让标的份额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及债转股：

（1）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份额一转让给乙方一，乙方一以银行转账的方式

支付 35,661.9124 万元现金给甲方。（2）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份额二转让给

乙方二，乙方二以甲方所欠其债务与标的份额二转让价款两者相互抵偿（以

下简称“债权债务抵偿”），以消灭乙方二与甲方的该笔债权债务。 

③付款进度 

各方同意，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序

号 
付款期限/日期 款项性质 

付款金额 

（万元） 
支付方式 付款人 

1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内 
交易价款 

35,661.9124 支付现金 乙方一 

2 
标的份额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17,136.9613 

签署债权债务抵偿

协议 
乙方二 

合计 - 52,798.8737 - - 

④标的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的出资情况 

本次标的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蓝海投控的出资情况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占比 实缴出资额（万元） 

1 思通卓志 普通合伙人 10.00 0.02% 0.00 

2 创锐投资 有限合伙人 35,661.9124 67.53% 35,66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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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占比 实缴出资额（万元） 

3 鹰虹投资 有限合伙人 17,136.9613 32.45% 17,136.9613 

合计 52,808.8737 100.00% 52,798.8737 

（3）过户手续办理及权利转移 

①在收到本协议第二条第 3款约定的乙方一支付的交易价款后的 3个工

作日内，甲方应向税务机关申报个税，并配合乙方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关于

甲方增资 27,340.4737 万元和本次份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 

②在本协议签署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应负责编制各自的权益

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东晶电子，并予公告。

同时，乙方还应当聘请中介机构对乙方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

内容出具核查意见。因为监管部门审核的原因导致甲方或乙方的事项或行为

延迟，则本协议约定的事项或行为亦顺延，而不构成本协议项下的逾期违约。 

③自标的份额过户完成之日且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转让价款开始，标的

份额对应的有限合伙人权益由乙方实际享有和行使，标的份额对应的有限合

伙人义务和责任也最终由乙方实际承担。 

（4）解除质押 

甲方应于收到全部转让价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协助蓝海投控办理完毕

自荣润投资处解除其于蓝海投控间接持有的东晶电子 2,439.9453 万股股票

质押的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质押的

登记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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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议生效 

本协议书经甲方签字、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成立并生效。 

（二）《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出让方）：苏思通 

乙方（受让方）：创锐投资 

标的公司：思通卓志 

2、签订时间 

2018 年 4 月 18 日 

3、主要内容 

（1）转让的标的股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

司全部 510.00 万元注册资本（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51.00%）转让给乙方。 

（2）转让价格 

因甲方对 510.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的实缴金额为 0 元，故交易双方一

致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0 元（大写：人民币零元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思通卓志的股权关系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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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占比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1 创锐投资 510.00 51.00% 0.00 

2 王皓 490.00 49.00% 0.00 

合计 1,000.00 100.00% 0.00 

（3）过户手续办理及权利转移 

①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配合乙方向工商登记机关提

交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 

②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通知蓝海投控。 

③自标的股权过户完成之日开始，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由乙方实际

享有和行使，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义务和责任也最终由乙方实际承担。 

（4）协议生效 

本协议书经甲方签字、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成立并生效。 

四、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控制情况 

（一）权益变动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权益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苏思通先生，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

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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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益变动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钱建蓉先生，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

前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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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说明 

1、在《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3

日内，本次交易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及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等文件将刊登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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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