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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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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上

午开市起复牌。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

预计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法尔胜，证券代码：000890）自 2018年 3月 23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8年 3月 23日、2018 年 3月 30日、2018 年 4 月 10 日、2018 年 4 月 17

日、2018 年 4 月 21 日、2018 年 4 月 28 日、2018 年 5 月 8 日、2018 年 5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交易标的股东人数过多，无法短期内与交易标的股东就交易价格、业绩

承诺及补偿方式、对价支付方式等核心交易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经审慎研究，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将于 2018年 5月 22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公司一：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一基本情况： 

1) 名称：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龙激光”） 

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3) 法定代表人：Yuxing Zhao（赵裕兴） 



4) 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4 日 

5) 注册资金：6276 万元人民币 

6)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77 号 

7) 经营范围：设计、研发、生产新型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固体

激光器、特种发光二极管等光学、电子专用设备和零部件，销售本公

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维修服务，道路货运经营； 

2、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及主营业务 

德龙激光所处行业为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

售各类高端工业应用激光设备，尤其是基于紫外激光和超短脉冲激光技术的设

备，产品应用于半导体、触摸屏、激光特种加工和太阳能电池等精密加工领域。 

3、本次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交易相关方签订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各方就基本方案、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事项达成初步意见。 

（1） 交易双方：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公司 

乙方 1：Yuxing Zhao（赵裕兴） 

Yuxing Zhao（赵裕兴）为德龙激光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德龙

激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德龙激光股权比例为 35.01%。与本公司和控

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乙方 2：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71240745Y 

4)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8号中粮广场 C座 207室 

5) 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管理 



6) 主要股东：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法尔胜泓昇集团有

限公司、庄惟逞 

7) 关联关系：北京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德龙激光股权比例

为 16.45%，公司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乙方 2 北京

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88.70%的股权，因此乙方 2 北京沃衍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乙方 3：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3138667295 

4) 注册地址：江阴市长江路 201号 1513室 

5)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6) 主要股东：江苏鑫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吴迪年、谢伟藩 

7) 关联关系：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德龙激光股权比例

为 2.76%，与本公司和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乙方 4：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N9X8693 

4) 注册地址：江阴市滨江西路 2号 2号楼 315室 

5)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6) 主要股东：上海德实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邹招明、徐靖华、张二干 



7) 关联关系：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德龙激光股权比例

为 2.34%，与本公司和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本协议中，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 合称为“乙方”。甲方、乙方

合并称“各方”，单独称“一方”。）乙方合计持有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标的公司”）56.84%的股份。 

（2） 交易基本方案： 

甲方有意收购乙方及其他股东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收购完成后

标的公司将成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乙方亦同意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的全部股份出让给甲方。乙方 1 将协助甲方与除本协议签署方之外的标的公司其

他股东进行沟通，促成甲方尽可能实现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份（以下简称 “本

次重组”）。 

（3） 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乙方所持标的公司的 56.84%的股份（乙方 1将协助甲

方与除本协议签署方之外的标的公司其他股东进行沟通，促成甲方尽可能实现收

购标的公司 100%股份）。 

（4）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应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本次重组各方协商确定； 

（5） 交易方式：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方式进行； 

（6） 业绩补偿安排： 

本次重组的业绩承诺期间暂定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三个完整会计

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业绩承诺人将对本次重组完成后标的公司于业

绩承诺期的业绩实现情况做出相关承诺。如届时相关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延长业绩

承诺期的，业绩承诺人将相应调整。具体业绩承诺人、承诺业绩及补偿方式由各

方在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7） 股份锁定安排： 

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乙方同意对其在本次重组中所获得的甲方发行的

股份，根据交易方案并结合其业绩承诺情况做出符合法律法规及甲方合理要求范

围内的股份锁定安排，具体锁定安排由各方在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8） 其他 

交易各方预计本次重组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交易各方将对标的资产具体范围、交易作价、发行股份数量等事项沟通、论证、

协商，在正式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中进行约定。 

（二）交易标的公司二：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二基本情况： 

1) 名称：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激光”） 

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 

3) 法定代表人：金朝龙 

4) 成立日期：2001 年 1 月 9 日 

5) 注册资金：6432 万元人民币 

6)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通和路 66 号 

7)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销售、进出口；激光应用设备、光机电一体

化产品、电子产品；承接激光加工。 

2、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及主营业务 

所处行业：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主营业务为：研发光、机、电一体化设备，产品主要涉及有激光打标机、数

控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精细激光微加工及激光熔覆等五大系列。 

3、本次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交易相关方签订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各方就基本方案、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事项达成初步意见。 

（1） 交易双方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金朝龙 

金朝龙为天弘激光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持有天弘激光股权比例为

20.31 %，与乙方 2共同是天弘激光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和控股

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乙方 2：郑丽军 

郑丽军为天弘激光董事、财务负责人，持有天弘激光股权比例为 6.52%，与

乙方 1共同是天弘激光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和控股股东法尔胜泓

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乙方 3：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 法定代表人：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N9X8693 

4) 注册地址：江阴市滨江西路 2号 2号楼 315室 

5)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6) 主要股东：上海德实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邹招明、徐靖华、张二干 

7) 关联关系：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天弘激光股权比例

为 9.68%，与本公司和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本协议中，乙方 1、乙方 2、乙方 3 合称为“乙方”。甲方、乙方合并称“各

方”，单独称“一方”。）乙方合计持有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标的

公司”）36.51%股份。 

（2） 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乙方所持标的公司的 36.51%的股份（乙方 1、乙方 2

将协助甲方与除本协议签署方之外的标的公司其他股东进行沟通，促成甲方尽可

能实现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份）。 



（3） 交易基本方案： 

甲方有意收购乙方及其他股东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收购完成后

标的公司将成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乙方亦同意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的全部股份出让给甲方。乙方 1、乙方 2 将协助甲方与除本协议签署方之外的标

的公司其他股东进行沟通，促成甲方尽可能实现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份（以下

简称 “本次重组”）。 

（4）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应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本次重组各方协商确定； 

（5） 交易方式：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方式进行； 

（6） 业绩补偿安排： 

本次重组的业绩承诺期间暂定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三个完整会计

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业绩承诺人将对本次重组完成后标的公司于业

绩承诺期的业绩实现情况做出相关承诺。如届时相关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延长业绩

承诺期的，业绩承诺人将相应调整。具体业绩承诺人、承诺业绩及补偿方式由各

方在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7） 股份锁定安排： 

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乙方同意对其在本次重组中所获得的甲方发行的

股份，根据交易方案并结合其业绩承诺情况做出符合法律法规及甲方合理要求范

围内的股份锁定安排，具体锁定安排由各方在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8） 其他 

交易各方预计本次重组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交易各方将对标的资产具体范围、交易作价、发行股份数量等事项沟通、论证、

协商，在正式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中进行约定。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重大资

产重组》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1、公司对交易标的开展了相关尽职调查，同时选聘了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

进行了初步评估等工作； 

2、公司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设计，并将方案与相关各

方进行了反复沟通、咨询和论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阶段工作进行了相应安

排； 

3、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内幕信息知情

人进行了自查； 

4、公司股票自 2018年 3 月 23日起停牌，在停牌期满 1 个月后，经公司向

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4月 2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1 个月； 

5、根据相关规定在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公告，同时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认真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公司自正式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公

司与交易对手方就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积极的筹划及充分的沟通，针对合作条

件、交易价格等内容与重组各方进行了多轮交流、磋商与论证。经各方充分协商

和审慎研究论证，鉴于交易标的股东人数过多，无法短期内与交易标的股东就交

易价格、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对价支付方式等核心交易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

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终止筹划该事项不会

对公司的现有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目前，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正常。未来，公司将继续

执行公司的发展战略，做好主营业务，同时积极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寻求产业

投资、并购和行业整合的机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承诺 

公司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公告披露之日起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六、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8年 5月 22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公司董事会对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

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