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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8－044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增资海卫通及转让部分股权 

并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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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公司卫星通信服务业务的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海卫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卫通”）拟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三维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维通信”）拟以自有资金向海卫通支付 900 万元作

为增资款，将海卫通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 万元增加至 6600 万元, 其中 600

万元增加海卫通的注册资本，300 万元列为海卫通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公

司拟以 924 万元的价格向宁波市波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导投资”）转让

海卫通 462 万股股权；波导投资向海卫通支付 4336 万元作为增资款将海卫通的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600 万元增加至 7773 万元, 其中 1173 万元增加海卫通的注

册资本，3163 万元列为海卫通资本公积金。公司放弃本轮优先认缴出资权，上

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海卫通 46.80%股权，海卫通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决定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下，且单笔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涉及对外投资不

超过 2000万元）。本次交易事项发生额在公司董事长的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交易对手波导投资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市波导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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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744965913D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东郊开发区岳林东路499号 

（5）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元 

（6）成立时间：2002-12-17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房地产抵押贷款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创业信息咨询;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工程项目投资;房地产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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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波导投资为波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波导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徐立华 9000 万元 90% 

张萍 1000 万元 10% 

合计 10000 万元 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深圳海卫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营业执照注册号：91440300326252814Y  

3．公司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5．法人代表：韩永武  

6．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24 日  

8．经营范围：通讯和网络设备系统集成、应用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 网

络运行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销售；网络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计

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 理、

保险资产管理等业务）；通讯网络设备的安装、销售及工程建设；投资咨询、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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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国内贸易；经营货物及技 术

进出口（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网络建设，网络运营，网络服务（根据国家规定需 要

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二）最近一年一期的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8,621,149.60 95,389,958.27 

净资产 23,428,268.50 28,361,322.90 

营业收入 8,160,456.40 32,045,576.95 

净利润 -4,933,054.40 -19,814,076.70 

（三）海卫通本次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韩崇昭 货币 4,200,000.00 7.00 

2 张小青 货币 4,000,000.00 6.67 

3 韩永武 货币 1,000,000.00 1.67 

4 韩峰 货币 1,000,000.00 1.67 

5 叶云华 货币 500,000.00 0.83 

6 李凯 货币 300,000.00 0.50 

7 深圳海卫通虎鲸网络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货币 1,000,000.00 1.67 

8 韩磊 货币 3,500,000.00 5.83 

9 三维通信 货币 35,000,000.00 58.33 

10 宁波海蔚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9,500,000.00 15.83 

合计  60,000,000.00 100.00 

（四）海卫通本次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韩崇昭 货币 4,200,000.00 5.40 

2 张小青 货币 4,000,000.00 5.15 

3 韩永武 货币 1,000,000.00 1.29 

4 韩峰 货币 1,000,000.00 1.29 

5 叶云华 货币 500,000.00 0.64 

6 李凯 货币 300,000.00 0.39 

7 深圳海卫通虎鲸网络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货币 1,000,000.0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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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8 韩磊 货币 3,500,000.00 5.50 

9 三维通信 货币 36,380,000.00 46.80 

10 宁波海蔚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9,500,000.00 12.22 

11 波导投资 货币 16,350,000.00 21.03 

合计  77,730,000.00 100.00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宁波市波导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海卫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投资方式及金额 

1.1 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认购丙方新增注册资本 600 万元，

其余 300 万元计入丙方资本公积。 

1.2 乙方将其持有的丙方 462 万股以人民币 92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本

次股权转让对应的相关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 

1.3 在 1.2 款所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4336 万元，

认购丙方新增注册资本 1173 万元，其余 3163 万元计入丙方资本公积。 

1.4 丙方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协议各方同意，在甲方持有丙方股权比例

15%以上的情况下：董事会必须包含由甲方提名的一名董事（“本轮投资者董

事”），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减少，董事会仍需包含由甲方提名的 1 名董事；协

议各方同意，监事会必须包含由甲方提名的一名监事（“本轮投资者监事”）。如

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减少，监事会仍需包含由甲方提名的 1 名监事。 

1.5 甲方投资款主要用于丙方主营业务的拓展及研发和丙方运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丙方及乙方向甲方书面披露并得到甲方书面认可后，

方可将丙方资金用于归还、冲抵或回购丙方原股东或者原股东关联方在丙方内现

有存在的任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股东以及其关联方的贷款、担保、或有负

债及股本股益等。 

（二） 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2.1 甲方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交付并履行本协议，

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命令，

亦不会与以其为一方或者对其资产有约束力的合同或者协议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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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甲方保证其依据本协议的投资款来源合法，并且其有足够的能力依据本

协议的条款与条件向乙方、丙方支付投资款。 

（三）乙方及丙方的陈述与保证 

3.1 乙方及丙方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交付并履行本

协议，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

命令，亦不会与以其为一方或者对其资产有约束力的合同或者协议产生冲突。 

3.2 丙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已经依法对丙方履行

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出资不实、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

丙方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已经披露给甲方的除外）。丙方的经

营范围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已取得了为开展所有经营活动所需要的全部授权

和批准。 

3.3 丙方股东会已就本次投资作出股东会决议，原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认购权。 

（四） 违约责任 

4.1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

务及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陈述与保证不实，即构成违约。 

4.2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应向守约方支付因其违约行为所导致的守约方

损失，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协议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追索赔偿产生的费用等。

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守约方因该等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并赔偿的，违约方应赔

偿受损方的损失，损失可能包括：实际损失、协议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追索赔

偿产生的费用等。 

4.3 承担违约责任不免除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五、关于海卫通引入战略投资者目的及影响 

本次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为海卫通引入战略投资者，目的是为海卫通引入

社会资本、带来社会资源，扩大海卫通经营规模，提升产品市场份额，并提升海

卫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将海卫通打造为卫星通信服务领域的优秀企

业；同时解决海卫通的资金需求，增强其自身抗风险能力。 

海卫通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下降为 46.80%，不影

响公司对其控制权与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