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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且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对外投资对象：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迈智特”）向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昌鼎”）进行投资 

 对外投资金额：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向迈智特增资，增资完

成后迈智特注册资本将由2,000万元增加至10,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迈

智特100%股权；迈智特使用自有资金及部分贷款拟以6,120万元（陆仟壹佰贰拾

万元整）收购无锡昌鼎51%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1、公司拟以自有资金8,000万元向迈智特增资，以满足迈智特未来的发展资

金需求。增资款项将全部计入迈智特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迈智特注册资本将由

2,000万元增加至10,000 万元，公司持有100%股权；迈智特使用自有资金及部分

贷款拟以6,120万元（陆仟壹佰贰拾万元整）收购无锡昌鼎51%股权。为确保本次

收购的顺利履行，公司同意为迈智特在本次收购项下应当履行的各项义务提供

保证担保。本次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转让方依据收购合同可向迈智特主张的各

项权利，其中包括迈智特依约应向转让方支付的6,120万元收购款。 

2、公司于2018 年7月30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子公司收

购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及《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4号6幢厂房一楼 

3、法定代表人：孙丰 

4、成立日期：2015年 6 月 17 日 

5、注册资本：2000万元 

6、经营范围：从事智能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加工、销售：智能电子设备、

工艺品、办公用品；动漫软件设计；图文设计、制作；网上销售：智能硬件；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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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

元 

项目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3,974.54 1,889.11 

净资产（万元） 2,472.16 1,139.83 

净利润（万元） 587.34 146.59 

（二）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苏

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

号），为充分整合双方资源，实现业务板块的分类运营和归口管理，进一步优化

公司的组织架构，公司决定本次收购主体由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

调查。 

甲方（收购方）：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丰 

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 4 号 

乙方（转让方）： 

乙方一：陈能强 

台湾身份证号码：J12167**** 

乙方二：葛鹏举 

身份证号码：41108219850818**** 

乙方三：朱才飞 

身份证号码：34082619830811**** 

乙方四：于永皞 

身份证号码：41092619840924**** 

丙方（标的公司）：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能强 

住址：无锡市梁溪区会西路 30-28 号  

丁方：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丰 

住址：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 4 号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a、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能强 

住址：无锡市梁溪区会西路 30-28 号 

经营范围：电子器件、电子元件、自动化设备、电气设备、通用设备、专用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修及保养服务；灯具的销售；计算机软件、

硬件的设计、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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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交易标的 

陈能强向收购方转让标的公司 37.74%股权 

葛鹏举向收购方转让标的公司 7.14%股权 

朱才飞向收购方转让标的公司 4.59%股权 

于永皞向收购方转让标的公司 1.53%股权 

c、交易标的价格确定 

对标的公司的估值为 12,000 万元，即 2018 年承诺净利润的 12 倍。且转让

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的净利润孰低值为准，以下皆同）分别不低于 1,000 万元、1,200 万元及 1,400

万元。 

标的公司 51%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6,120 万元（陆仟壹佰贰拾万元整），支付

对价资金来源为迈智特自有资金及部分贷款。 

d、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 

转让前所持股权情况 本次转让股权情况 转让后所持股权情况 

股权比例 
对应注册资

本（万元） 
股权比例 

对应注册资

本（万元） 
股权比例 

对应注册资

本（万元） 

陈能强 74% 370 37.74% 188.70 36.26% 181.3 

葛鹏举 14% 70 7.14% 35.70 6.86% 34.3 

朱才飞 9% 45 4.59% 22.95 4.41% 22.05 

于永皞 3% 15 1.53% 7.65 1.47% 7.35 

苏州迈智

特智能科

技有限公

司 

- - - - 51% 255 

合计 100% 500 - - 100% 500 

e、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 



项目 2018年1月-5月 

（经审计） 

2017 年度 

（未审计） 

2016 年度 

（未审计）） 

总资产（万元） 4,187.16 3，655.98 1，473.72 

净资产（万元） 1,259.09 681.70 -56.78 

净利润（万元） 577.40 738.47 -161.37 

3、本次投资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 

乙方一：陈能强 

乙方二：葛鹏举 

乙方三：朱才飞 

乙方四：于永皞 

丙方（标的公司）：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  

丁方：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标的股权、交易价格、支付和交割等相关事项 

 a.1 甲方向乙方收购的为标的公司 51%股权，以及依照该股权，股东应当享

有的对标的公司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润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

权、提案权、知情权以及其它权益。 

a.2 交易标的价格确定 

对标的公司的估值为 12,000 万元，即 2018 年承诺净利润的 12 倍。且转让

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的净利润孰低值为准，以下皆同）分别不低于 1,000 万元、1,200 万元及 1,400

万元。 

标的公司 51%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6,120 万元（陆仟壹佰贰拾万元整），支付

对价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部分贷款。 

a.3 交易价款的支付 

（A）股权变更登记等交割条件满足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期

股权转让款3284万元，同时1000万元定金自动转为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B）公司实现了2018年承诺净利润等条件满足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918万元； 

（C）公司实现了2019年承诺净利润等条件满足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918万元。 

 

a..4 交割日为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b、业绩补偿事项 

乙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承诺年度”）税后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值为准，以下皆同）分别不低于 1000

万元、1200 万元及 1400 万元（“承诺净利润”）。 

承诺期满后，乙方应就承诺年度内标的公司累计实际实现的税前利润不足承

诺税前利润的部分向甲方进行累计补偿。 

业绩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2018-2020 年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总和]×6120 万元 

c、49%股权质押担保 

乙方将其所持标的公司 49%股权质押给甲方，担保范围为乙方依据股权转让

协议应当承担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向甲方支付业绩补偿款、赔偿或有负债

对甲方造成的损失、支付违约金、支付回购价款等。 

d、标的公司遭受或有负债的赔偿责任 

标的公司遭受或有负债的，由乙方各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标的公司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e、税费负担  

实现本次收购而发生的有关税费，应由法律规定应予纳税的一方承担 

f、协议的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

并于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有权机构批准本次收购之日起生效。 

4、公司为迈智特提供担保 

为确保本次收购的顺利履行，公司同意为迈智特在本次收购项下应当履行的

各项义务提供保证担保。本次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转让方依据收购合同可向迈智

特主张的各项权利，其中包括迈智特依约应向转让方支付的 6120 万元收购款。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此次担保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同

意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四、本次对外投资及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在半导体封测自动化设备领域有着丰富的客户资源

和技术储备，此次收购既能够帮助公司切入半导体自动化设备行业，增强协同效

应，拓宽公司产业链，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抓住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机遇，

为公司注入经济发展新动力，打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业务的长远发

展。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五、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从长期发展战略布局出发的慎重决定，在实际经营过程

中，可能面临子公司及子公司控股公司管理风险、业务经营风险等。本次对外投

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切

实加强子公司及子公司控股公司管理，严控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