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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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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

与自然人孙琦、青岛乾运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乾运”或“标

的公司”）签署了《青岛乾运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公司将以自有

资金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对青岛乾运进行增资，获得青岛乾运 2.5974%的股权，

其中 88.88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长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风险投资，

不存在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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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的公司股东情况介绍 

（一）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孙琦、雷光海、张磊、许铎、庄勇、袁绍华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标的公司法人股东情况： 

名称：天津市合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565090481 

住所：华苑产业区物华道2号B座3003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市合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



派代表：毛芳亮） 

注册资本:2.77亿元 

主营业务：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

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天津市合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青岛乾运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753785770E 

法定代表人 孙琦 

成立时间 2003年 05月 06日 

注册资本 叁仟叁佰叁拾叁万元整 

住所 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丰园路中段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锂电池正极材料、锂电池及动力电池、

电池充电器、测试设备、电子元器件及传感器、建筑新材

料；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21,164,236.29 339,978,662.90 

净资产 59,600,828.67 53,512,240.97 

项  目 2018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7年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96,300,985.40 387,969,515.87 

营业利润 7,253,161.87 21,740,299.47 

利润总额 7,163,044.35 24,558,085.59 

净利润 6,088,587.70 20,837,573.83 

（三） 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1、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孙琦 1, 855.2602 55.6700% 

2 
天津市合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00.0000 18.0000% 

3 雷光海 334.7998 10.0400% 

4 张磊 204.1499 6.1300% 

5 许铎 166.8003 5.0000% 

6 庄勇 99.9900 3.0000% 

7 袁绍华 71.9998 2.1600% 

合计 3,333.0000 100.0000% 

上述股权结构与青岛乾运在工商登记管理机关登记/备案情况不同，上述股

权结构目前还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增资后标的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孙琦 1,855.2602 54.2176% 

2 
天津市合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00.0000 17.5342% 

3 雷光海 334.7998 9.7841% 

4 张磊 204.1499 5.9660% 

5 许铎 166.8003 4.8745% 

6 庄勇 99.9900 2.9221% 

7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8.8800 2.5974% 

8 袁绍华 71.9998 2.1041% 

合计 3,421.8800 100.0000% 

 

四、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乙方）与孙琦（甲方）、青岛乾运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丙方）

签署的《青岛乾运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的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7.5 亿元，以此作为本次增

资的定价基础。 

（二）各方同意，乙方对标的公司投资 2,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款”），

以获得本次增资后标的公司 2.5974%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其中 88.88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款项全部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中，甲方放弃优先认

购权。 

（三）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且以下交割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内，乙方一次性向标的公司支付 2,000 万元增资款： 

1、标的公司作出有关同意本次增资的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增资涉及的各方已签署本次增资相关文件，包括本协议、公司章程

（章程修正案）、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 

（四） 本次增资交割后，标的公司及甲方承诺完成如下事项： 

1、于本次增资交割后 5 个工作日内或乙方认可的更长期限内提交关于公司

前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备案申请，使得标的公司经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本结

构与本协议第 0 条所列股本结构一致； 

2、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五）本次增资款仅供标的公司用于主营项目建设、拓展新业务、补充流动

资金、偿还贷款或乙方同意的其他用途。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交易性金

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六）业绩承诺 

1、甲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000 万元、10,000 万元、15,0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为免歧义，

净利润指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经审计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为准）。 



2、若标的公司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以下简称“承诺年度”）任意

一年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则应由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

向乙方进行现金补偿（以下简称“业绩补偿义务”），补偿金额的具体计算方式如

下： 

各承诺年度补偿金额=（当年承诺净利润—当年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承诺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增资款总额。 

为免歧义，任意承诺年度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上一承诺年度实现的超额净利润不弥补之后承诺年度未实现的利润差额，上一承

诺年度已经补偿的金额亦不冲回，但承诺年度累计补偿金额不得超过乙方的本次

增资款总额。 

3、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1)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各年度内经审计净利润均

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2)2020 年底标的公司未能成为合格上市公司的；

则乙方有权在上述情况发生后的任意时间要求甲方回购其届时所持有的标的公

司全部或部分股权（以下简称“回购选择权”）。如乙方行使该回购选择权，应以

书面形式向甲方发出回购通知（以下称“回购通知”）列明要求回购的股份数量，

甲方应对乙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乙方要求回购的股份对应

的增资款及每年按照 10%年利率（单利）计算之利息的总额。 

上述回购价格中的利息从本次增资交割之日起计算，至甲方实际支付回购款

之日止，不满一年的部分按照 10%的年利率并根据该不满一年部分实际投资天数

对应的比例计算。 

合格上市是指公司在境内或境外资本市场完成：（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乙方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届时公司股东的股权能够被登记为可自由流通

或转让的股权（届时根据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则作出的限制除外）；或者（2）被

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以支付上市公司股份或/和现金的形式予以并购。 

4、标的公司应当在各承诺年度结束后 30 日内聘请各方均认可的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审

计费用由标的公司承担。 



5、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1）触发本协议第 0 条约定的

业绩补偿义务的，甲方应在标的公司各承诺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45 日

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乙方进行补偿；（2）触发回购义务的，则甲方应在乙

方书面发出回购通知之日起的 60 日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乙方进行回购。 

若甲方逾期未向乙方全额支付前述补偿资金或回购资金，甲方应当就逾期部

分向乙方支付逾期期间的利息，根据逾期的天数并按照 20%的年利率计算，自逾

期之日起算，直至补偿义务及逾期利息完全履行完毕。 

6、为保障本次乙方的相关利益，甲方及标的公司承诺标的公司再次融资或

甲方对外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的，估值不得低于本次投后整体估值，否则

甲方应以现金方式向乙方补偿（以下称“估值补偿”）或以零元或法律允许的最

低价格向乙方转让其持有部分股权（以下称“估值转让”，与“估值补偿”合称

“估值调整”），使得估值调整后乙方本次增资的投后估值等于后续融资或甲方转

让的最低估值。 

发生估值调整的，甲方应于后续融资或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60 日内，以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乙方进行补偿或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逾期未支付或未签署的，

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估值补偿的金额并按照 20%的年利率计算利息。 

（七）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

项下作出的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本协议

相应条款承担违约责任；相应条款未明确约定的，违约方应赔偿违约行为给守约

方造成的损失。 

2、标的公司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将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该本次增资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年贷款利率上浮 50%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支付给乙方，但因乙方的原因导致逾期

办理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备案的除外。 

3、发生业绩补偿或回购、估值调整情形时，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

限支付补偿资金、回购资金或估值补偿资金的，应按照本协议第 0 条或第 4.6 条



约定支付逾期利息，给乙方造成损失其他损失的，还应赔偿该等损失。 

4、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将本次增资款支付至标的公司账户的，每逾期一

日，应当以未支付的增资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年贷款利率上浮

50%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支付给标的公司，但非因乙方的原因导致逾期支付的除

外。 

5、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则守约方应书面通知违约方予以改正或作

出补救措施，并给予违约方十五个工作日的宽限期。如果宽限期届满违约方仍未

适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则本协议自守约

方向违约方发出终止本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 

（八）本协议自甲方签字并经乙方、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成立，自乙方内部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青岛乾运是一家研发、生产高技术新材料的科技密集型企业。青岛乾运的主

要产品是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目前青岛乾运拥有完整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

造体系，以锰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为切入点，能够为客户提供型号多样、

规格丰富的各种锂电正极材料产品。2018年2月12日，公司与青岛乾运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青岛乾运将就锂辉石贸易及正极材料上游材料深加工

等业务展开全方面的合作。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未来新能源产业

链布局，充分受益行业增长，以获取一定的收益。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青岛乾运承诺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及本次增资完成后，青

岛乾运若引进新的投资者，公司持有青岛乾运的股权存在被稀释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