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65              证券简称：天瑞仪器          公告编号：2018－045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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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投资概述 

1、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仪器”、“公司”

或“投资方”）拟出资人民币 258 万元对江苏中林环工生态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环工”或“标的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58 万元认购中林环工新增注册资本

258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林环工注册资本变更为 1,258万元，

其中公司持有中林环工 20.51%的股权。 

2、公司于 2018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投资议案，并签订了

《关于江苏中林环工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中林环工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1PB4NW0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铁超 

注册地址：无锡市建筑西路 599-1幢 10 层 1003 

成立时间：2017年 07 月 03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境修复工程、环保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污染治理；环境污染处理专

用药剂材料（不含危险品）的研发、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研发、

销售、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贸易咨询；

农作物种植；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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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林环工的主要业务情况 

中林环工目前主要从事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工程项目的服务工作，

采用“咨询+技术+产品+施工+运营”模式体系，在实地勘察后，形成

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制定整治方案。项目开始实施后，通过使用公司技

术生产的生态制剂、微生物制剂等材料，按照设计方案，对环境进行

修复。 

针对黑臭水体（包括景观水），通过微生物和特殊材料整合，借

助设备化处理形成公司的核心技术体系，包括外源生态截污、内源自

净调养、活水动力循环、健康水生态系统恢复及智慧物联网长效养护

等五大治理途径，以及水生生物链重建技术、生物碳纤维与生物飘带

技术、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人工生态浮岛技术、智慧人工湿地技术、

固废生物处理技术、土壤修复生物与药剂综合治理技术八大核心技术

体系。 

3、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铁  超 490 49% 490 38.95% 



金海云 150 15% 150 11.92% 

邢志兴 100 10% 100 7.95% 

李  震 100 10% 100 7.95% 

金永华 100 10% 100 7.95% 

伍艳梅 20 2% 20 1.59% 

赵丽霞 20 2% 20 1.59% 

张曼胤 20 2% 20 1.59% 

天瑞仪器 -- -- 258 20.51% 

合   计 1,000 100.00% 1,258 100.00% 

4、中林环工目前还处于初创阶段，中林环工 2017 年、2018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2,528,018.81 3,666,068.66 

负债总额（元） 30,608.00 31,429.48 

所有者权益（元） 2,497,410.81（注） 3,634,639.18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净利润（元） -1,137,228.37 -865,360.82 

注：中林环工系由铁超、伍艳梅及张曼胤等 7 人共同出资设立，

中林环工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设立时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8月 15 日，中林环工股东铁超、赵丽霞、伍艳梅及张曼胤尚

未实际缴纳出资。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增资情况、定价及持股比例 

中林环工拟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58 万元，由天瑞仪器以 258 万

元认缴中林环工前述新增注册资本，全部计入中林环工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价格系由公司结合自身未来发展战略，参考中林环工的

业务情况，与中林环工股东协商确定。公司认为中林环工是一家具有

前景的生态环境企业，公司投资中林环工，有助于公司与中林环工开

展合作。经过多次协商，天瑞仪器对中林环工的最终估值确定为人民

币 1000 万元，通过投资金额与估值之间的比例确定持股比例，即本

次投资后天瑞仪器持有中林环工 20.51%的股权。 

2、董事会安排 

1）双方同意并保证，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成立董事会，由 3名

董事组成，天瑞仪器有权委派董事 1名。标的公司新董事会至少每半

年召开一次董事会会议。 

2）双方同意并保证，所有标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资格均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上述任何一方提名的董

事、监事辞任或者被解除职务时，由提名该名董事、监事的一方继续

提名继任人选，各方并应保证在相关股东会上投票赞成该等人士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 

3、反稀释条款 



1）在完成本次投资后，目标公司以高于本次增资的条件发行新的

权益类证券，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在同样

的条件下投资方享有优先认购权，以维持其在新一轮增资或发行之前

的股权比例；如果目标公司根据本款约定进行增资时，投资方自动享

有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最优条款。 

2）在完成本次投资后，天瑞仪器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在目标

公司拆股、股票分红、并股、或以低于本次交易价格增发新股，以及

其它资产重组的情况下也应按比例获得调整，确保投资方的股权比例

不受损失。 

4、股权转让和出售 

未经天瑞仪器的书面同意，原股东铁超、金海云、邢志兴、李震、

金永华、赵丽霞、伍艳梅及张曼胤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出售、转让或以

其它方式处置其所持有的任何股权，或对其在标的公司的全部或任何

部分的股权新设定抵押、质押、担保或以其它方式设置第三方权利或

债务负担。 

上述原股东向除天瑞仪器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或任

何第三方出售或转让股权的价格，不能低于天瑞仪器本次对标的公司

的增资价格，且出售或转让股权的份额及比例不得导致原股东铁超的

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但经天瑞仪器同意的除外。 

6、清算 

如发生公司整体出售、清算或关闭，除法律有规定外，目标公司



应按照股东的实缴出资比例的先后顺序依次分配清算财产，原股东和

目标公司承诺投资方在清算完毕后收回全部投资款。 

7、股权转让和出售 

1）优先受让权 

未经投资方的书面同意，原股东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出售、转让或

以其它方式处置其所持有的任何股权，或对其在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

分的股权新设定抵押、质押、担保或以其它方式设置第三方权利或债

务负担。 

2）如原股东拟向其他股东或任何第三方出售或转让其持有的目标

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应提前十五（15）天书面通知投资方。在此情

况下，在同等价格和条件下，投资方或其指定第三方享有优先受让权。 

3）上述原股东向除投资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或任

何第三方出售或转让股权的价格，不能低于投资方本次对公司的增资

价格，且出售或转让股权的份额及比例不得导致原股东铁超的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但经投资方同意的除外。 

4） 随售权 

如经投资方同意，原股东以超过投资方本次增资价格的价格向任

何第三方（“受让方”）出售或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

应提前十五（15）天书面通知投资方。在此情况下，投资方有权选择

是否按相同的价格及条件与原股东同时向第三方出售其持有的目标



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且原股东应该保证收购方按照受让原股东股权

的价格优先受让投资方拟出让的股权，只有在投资方拟出售的全部或

部分股权转让后，原股东可根据收购方拟受让的股权总数减去投资方

出售的股权数，再向其转让相应的股权。 

8、赎回权 

如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在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舞弊或欺诈、

同业竞争或未经授权的关联交易等行为，天瑞仪器有权向主要股东随

时发出回购书面通知，要求回购天瑞仪器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

司股份。并在发出要求回购的书面通知 60 日内以现金形式进行回购，

回购的价格需确保天瑞仪器的年复合投资收益率达到 10%，计算公式

如下： 

Xn =Xo×(1+10%)N-Dn 

其中：Xn代表回购价格, Xo为天瑞仪器本次投资的成本，Dn 代

表天瑞仪器在入股期间累计得到标的公司所派发的现金红利，n代表

天瑞仪器持有股权的时间（以年为单位），时间从天瑞仪器投资款汇

到标的公司帐户之日起开始计算，到天瑞仪器收到所有回购价格之日

结束（N精确到月，如两年三个月 n =2.25）。 

9、竞业禁止 

原股东不得单独设立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合伙

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等身份或以其亲属的名

义)参与设立新的生产同类产品或与标的公司业务相关联其他经营实



体，作为管理层的标的公司股东不得在其他企业兼职，无论该企业从

事何种业务。 

10、违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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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均构

成违约。各方同意，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本协议的违约金为投资

方投资总额的 10％。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

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支付违约金不影响

守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协议的权利。未行

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权利或

其他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协议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

妨碍其进一步继续行使该项权利或其他权利。 

1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自天瑞仪器董事会批准通

过之日起生效。 

12、投资方对标的公司的全部出资仅用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需要或经标的公司增资后新的董事会以特殊决议批准的其它用途，不

得用于偿还标的公司或者股东债务等其他用途，也不得用于非经营性

支出或者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其他经营性支出；不得用于委

托理财、委托贷款和期货交易。 

四、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公司上市后，一直将并购重组当成公司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公

司成立了专门的投资部，在环保、第三方检测、生命科学仪器等行业

积极谨慎地开展投资并购的调研工作。 

公司本次与中林环工合作，除了股权投资外，更多的是战略合作。

公司看好中林环工生态环境领域的发展。随着中林环工的发展壮大，

公司也可获得股权增值收益。 

2、投资的风险 

1）标的公司经营资质的风险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从事政府环境治理工程项目的服务。因公

司为初创企业，公司目前的业务还处于业务拓展和项目接洽阶段，具

体项目还未正式实施。中林环工产生持续稳定收入仍需要比较长的周

期，标的公司能否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风险。 

2）核心资源优势缺失的风险 

标的公司目前核心知识产权尚在申请和研发的过程中，标的公司

的核心竞争优势尚未完全形成，如果未来不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被竞

争对手抢先占领市场，将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会减少公司的自有资金，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但可能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有一定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江苏中林环工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