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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南京证券”）作为罗莱生

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莱生活”、“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罗莱生活

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罗莱生活全资子公司南通罗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莱品牌”）

拟以自有资金 2,275.30 万元收购南通莱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南通莱邦”）持有的公司控股孙公司南通廊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通廊湾”）40%之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罗

莱品牌将持有南通廊湾 100%股权，南通廊湾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2、南通莱邦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冷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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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司副总裁冷志敏先生为冷志投资唯一股东，代表冷志投资执行南通

莱邦合伙事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南通

莱邦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收购控股孙公司剩余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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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注册名称：南通莱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 1088 号江成研发园内 3 号楼

28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冷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23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家用纺织品、鞋帽的销

售，工艺品、床上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厨具、洁具、文具用品

的批发。 

（二）关联关系情况 

南通莱邦的普通合伙人为冷志投资，公司副总裁冷志敏先生为冷志投资唯一

股东，代表冷志投资执行南通莱邦合伙事务，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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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南通莱邦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注册名称：南通廊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南通市开发区苏通科技产业园江成路 1088 号江成研发园内 3 号楼

2328 室。 

法定代表人：冷志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2 日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家用纺织品、针纺织品、洗涤用品、化妆品、家居护

理用品、包装材料、纺织面料、羽绒制品、工艺品、纸制品、床上用品、服装鞋

帽、通讯器材、皮革制品、办公用品、照明电器、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厨

房用具、钟表、眼镜、玻璃制品、酒店布草、酒店设备、卫生洁具、照相器材、

体育用品、环保设备、花卉、苗木、家具、电器及配件的销售及通过网络销售；

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建筑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鲜花礼仪服务、婚庆服务、清洁干洗服

务、地毯清洗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室内装潢设计、工艺礼品设计、服装设计。 

（二）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及定价基准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末/2017 年度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6 月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8 年 1-8 月 

总资产 122,209,691.30 130,042,033.74 136,342,733.47 

应收账款 28,163,975.74 27,267,545.29 23,623,853.79 

存货原值 61,584,952.41 71,617,483.13 82,691,558.55 

存货净值 59,986,297.75 68,978,689.51 80,052,764.93 

总负债 55,731,040.07 60,075,066.17 72,176,083.20 

净资产 66,478,651.23 69,966,967.57 64,166,6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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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00,711,314.45 84,122,252.28 108,870,341.69 

净利润 7,444,959.61 4,798,316.34 2,687,999.04 

南通廊湾 2017 年末/2017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 年 6 月 30 日/2018 年 1-6 月、

2018 年 8 月 31 日/2018 年 1-8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前后南通廊湾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罗莱品牌 3,300 60% 5,500 100% 

南通莱邦 2,200 40% 0 0 

合计 5,500 100% 5,500 1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约定，以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南通廊湾拥有的存货原值进行折价，折扣率为 8.8 折（88%），折后净值与

账面净值的差额作为调减项，调减南通廊湾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的账面净资产，

并以调减后的净资产作为南通廊湾 100%股权的作价。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南通廊湾拥有的存货原值为

82,691,558.55 元，按照折扣率为 88%打折后为 72,768,571.52 元，相较上述存货

的账面净值（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 80,052,764.93 元）差额为 7,284,193.41

元。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南通廊湾的净资产为 64,166,650.27 元，调减上述

差额后为 56,882,456.86 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约定，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南通

廊湾 100%股权的作价为 56,882,456.86 元，则交易对方持有的南通廊湾 40%的股

权作价为 22,752,982.75 元。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由交易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

确定，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具备公允性。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通罗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受让方”）与南通莱邦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或“转让方”）就转让南通

廊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40%的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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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让股权的份额及其价格：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公司 40%的股权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 22,752,982.75 元（大写：贰仟贰佰柒拾伍万贰仟玖佰捌

拾贰元柒角伍分）。 

2. 支付方式及期限：甲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将转让

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 

3. 有关费用的负担：因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税费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由双方各自承担。 

4. 违约情形和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

赔偿其违约行为对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5.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协议各方应尽力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

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本协议于各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通廊湾将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有助于公司加强管理管

控，进一步完善公司资源配置，增强内部协同，提升管理效率，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 2018 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南通莱邦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0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资料，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有利于进



6 

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时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罗莱生活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罗莱生活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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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崔传杨  张 睿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