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764          证券简称：中国海防        编号：临 2018-05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9 月 14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18 年 9 月 7 日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尤祥浩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本次监事会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的认真

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

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以下简称“七一五所”）、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以下简称“七一六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二六研究所（以下简称“七二六所”）、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杰瑞科技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投

资”）、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基金”）

及泰兴市永志电子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永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拟向不超过十

名特定投资者以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配套融

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本次配套融资合称“本次重组”或“本次

交易”）。 

中船重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七一五所、七一六所、七二六所、杰瑞科技

集团、中船投资均为中船重工集团下属企事业单位，本次重组涉及公司与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公司拟向中船重工集团、七一五所、七一六所、七二六所、杰瑞科技集团、

中船投资、国风投基金及泰兴永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拟向不超

过十名特定投资者以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融资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本次配套

融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如下：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船重工集团、七一五所、

七一六所、七二六所、杰瑞科技集团、中船投资、国风投基金及泰兴永志。 

2、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均为股权类资产，具体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本次购买的 

股权比例 

交易对方持有标的资产情况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情况 

1.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声科技”） 
100.00% 

中船重工集团 51.00% 

七一五所 49.00% 

2.  
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辽海装备”） 
100.00% 

中船重工集团 52.00% 

七二六所 48.00% 

3.  

中船重工杰瑞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

控股”） 

100.00% 

中船投资 40.00% 

国风投基金 40.00% 

杰瑞科技集团 20.00% 

4.  
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杰瑞”） 
62.48% 七一六所 62.48% 



序号 标的公司 
本次购买的 

股权比例 

交易对方持有标的资产情况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情况 

5.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杰瑞电子”） 
54.08% 

杰瑞科技集团 48.97% 

中船投资 5.10% 

6.  

中船永志泰兴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

永志”） 

49.00% 泰兴永志 49.00% 

注 1：标的公司杰瑞控股持有标的公司青岛杰瑞 37.52%股权，持有标的公司杰瑞电子

45.92%股权；标的公司辽海装备持有标的资产中船永志 51%股权 

注 2：杰瑞科技集团、中船投资持有的杰瑞电子股权比例累计数和合计数存在差异，系

四舍五入所致 

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拟注入公司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按照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

定。 

截至本次监事会审议本项议案之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及备案工作尚未完成，

海声科技 100.00%股权的预估值为 322,228.50 万元，辽海装备 100.00%股权的预

估值为 66,163.73 万元，杰瑞控股 100.00%股权的预估值为 131,995.20 万元，杰

瑞电子 54.08%股权的预估值为 131,819.45 万元，青岛杰瑞 62.48%股权的预估值

为 12,170.02 万元，中船永志 49.00%股权的预估值为 2,151.63 万元。 

标的资产的暂定交易价格合计为 666,528.52 万元。其中，海声科技 100%股

权的暂定交易价格为 322,228.50 万元、辽海装备 100%股权的暂定交易价格为

66,163.73 万元、杰瑞控股 100%股权的暂定交易价格为 131,995.20 万元、杰瑞电

子 54.08%股权的暂定交易价格为 131,819.45 万元、青岛杰瑞 62.48%股权的暂定

交易价格为 12,170.02 万元、中船永志 49%股权的暂定交易价格为 2,151.63 万元。 

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标的资产的暂定交易价格中，以股份支付的交易对价暂定为 586,402.62 万

元，占全部交易对价的 87.98%，以现金支付的交易对价暂定为 80,125.91 万元，



占全部交易对价的 12.02%，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预估作价 

预估股份对价 预估现金对价 

1 中船重工集团 

海声科技 51%股权 139,686.06 24,650.48 

辽海装备 52%股权 29,244.37 5,160.77 

小计 168,930.43 29,811.25 

2 七一五所 海声科技 49%股权 134,208.17 23,683.79 

3 七二六所 辽海装备 48%股权 26,994.80 4,763.79 

4 七一六所 青岛杰瑞 62.48%股权 12,170.02 0.00 

5 杰瑞科技集团 

杰瑞控股 20%股权 22,439.19 3,959.85 

杰瑞电子 48.97%股权 101,474.27 17,907.22 

小计 123,913.46 21,867.08 

6 中船投资 

杰瑞控股 40%股权 52,798.08 0.00 

杰瑞电子 5.10%股权 12,437.95 0.00 

小计 65,236.03 0.00 

7 国风投基金 杰瑞控股 40%股权 52,798.08 0.00 

8 泰兴永志 中船永志 49%股权 2,151.63 0.00 

合计 586,402.62 80,125.91 

注：若各交易对方以股份支付对价或现金支付对价小计数与分项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四

舍五入所致 

5、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6、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7、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即 2018 年 9 月 15 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



参考价为本次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和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分别为 26.57 元/股、25.14 元/股、26.37 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

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25.14 元/

股。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95,767,498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2 元（含税）。2018 年 7 月 12 日，上述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按照上述价格调整方法对本次现金红利进行除息计算后，本

次发行股份的价格调整为 25.08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股份发行日期间，除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外，如公司再

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本公司股票需要进

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

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新

增股份价格为 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 +A×K）/（1+K） 

上述两项若同时进行：P1=（P0 +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 +A×K）/（1+N+K） 

8、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之和；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数量=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发行价格。依据上述公式

计算的发行股份数量按向下取整原则精确至个位数，对于不足 1 股部分，由公司



以现金购买。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及 25.08 元/股的交易价格测算，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

行的股份数预计为 233,812,845 股，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以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 

（股） 

中船重工集团 

海声科技 51%股权 139,686.06 55,696,195 

辽海装备 52%股权 29,244.37 11,660,435 

小计 168,930.43 67,356,630 

七一五所 海声科技 49%股权 134,208.17 53,512,030 

七二六所 辽海装备 48%股权 26,994.80 10,763,478 

七一六所 青岛杰瑞 62.48%股权 12,170.02 4,852,479 

杰瑞科技集团 

杰瑞控股 20%股权 22,439.19 8,947,044 

杰瑞电子 48.97%股权 101,474.27 40,460,236 

小计 123,913.46 49,407,280 

中船投资 

杰瑞控股 40%股权 52,798.08 21,051,866 

杰瑞电子 5.10%股权 12,437.95 4,959,310 

小计 65,236.03 26,011,176 

国风投基金 杰瑞控股 40%股权 52,798.08 21,051,866 

泰兴永志 中船永志 49%股权 2,151.63 857,906 

合计 586,402.62 233,812,845 

注：若各交易对方以股份支付对价小计数与分项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发行股份数将根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作价进行调整，并最终以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9、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为了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表现变化等市场因素、行业因素造成公司股价变

动，本次交易拟引入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具体如下：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不进行调整。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①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可调价期间  

本次重组可进行价格调整的期间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日至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核准前。 

（4）触发条件  

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前，出现下述情形的，公司董事会有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

会议审议是否对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① 向下调整 

A.上证综指（000001.SH）或申万国防军工指数（801740.SI）在任一交易日

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13 日）收盘点数（即 3,159.05 点或 1,274.09 点）跌幅超过

15%； 

且 

B.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较公司

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8年4月13日）收盘价扣减公司2017年

权益分配（即0.062元/股）后的价格（即31.71元/股）跌幅超过15%。 

②向上调整 

A.上证综指（000001.SH）或申万国防军工指数（801740.SI）在任一交易日

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20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即2018年4月13日）收盘点数（即3,159.05点或1,274.09点）涨幅超过15%； 

且 

B.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

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13 日）收盘价扣减公司

2017 年权益分配（即 0.062 元/股）后的价格（即 31.71 元/股）涨幅超过 15%。 

（5）调价基准日  



调价触发条件满足（即“（4）触发条件”中向上或向下调整中的A且B项条件

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决定对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调价基准日为调价触发

条件成就当日。 

若双方协商一致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公司应在调价触发条件首次

成就的交易日当日与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满足当日孰晚起 20 个交易日内召开

董事会审议确定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在可调价期间内，公司可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公司董事会审议

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调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不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可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7）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定价不变，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8）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再作相

应调整。 

10、股份限售期 

中船重工集团、七一五所、七一六所、七二六所、杰瑞科技集团及中船投资

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

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

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本次

重组完成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

次重组完成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上述交易对方在本次重组中以

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泰兴永志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但是，在适用法

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

为）。 

国风投基金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取得时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

份的杰瑞控股权益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

行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

议转让；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杰瑞控股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该部分

权益对应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

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

受此限。 

交易对方基于本次发行而衍生取得的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

上述限售期的约定。若交易对方的上述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交易对方承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

述限售期届满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11、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12、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

发行后股份比例共享。 

13、现金支付期限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到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一次性

支付全部现金对价，募集配套资金不足以支付的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补足。

如募集配套资金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则在公司确定募集配套资金无法实施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内，公司以自筹资金向交易对方一次性支付全部应付的现金对价

或补足用于支付现金对价的募集配套资金与全部应付现金对价之间的差额。 

14、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至资产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

间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损益，按照以下原则享有和承担：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标的资产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损益，由相关交

易对方享有或承担。 

2、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标的资产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亏损

由相关交易对方承担。 

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已按照上述原则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中对标的资产的期间损益归属进行了详细约定。 

15、标的资产利润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拟采取收益法对部分标的公司及/或其下属企业的股权及相关资产

进行评估，并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就上述资产在

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的盈利情况，公司将与相关交易对方签订明

确可行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上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该等

资产其合计实际盈利数不足合计利润预测数的，在经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审计确认差额后，由相关交易对方以股份方式向中国海防进行补偿，并就补偿股

份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16、标的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各交易对方于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 30 个工作

日内或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进行交割，各交易对方应于交割日或之后协助尽快办

理将标的资产登记于公司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 

根据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

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

作违反协议；违约方应依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

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17、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二）本次配套融资方案 

本次配套融资的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

资者。具体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 

上述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 

4、配套融资金额 

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不超过 320,125.91 万元，未超过本次拟购

买资产预估交易对价的 100%，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将不超过 79,153,499 股，

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 

5、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协商确定。 

在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上交所的规则相应调整本次配套

融资的发行价格。 

6、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价格



计算。最终发行的股票数量将在本次配套融资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市场情况及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与本次配套融资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股份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

况进行相应调整。 

7、股份限售期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方所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认购方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

份，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若认购方的上述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不相符，认购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20,125.91 万元，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

相关费用后，将用于支付现金收购标的资产的对价、标的公司项目建设，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

资金额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1 海洋防务水下警戒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瑞声海仪 103,000.00 83,000.00 

2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项目 海声科技 19,000.00 16,600.00 

3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双威智能 11,000.00 10,500.00 

4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杰瑞电子 91,000.00 61,500.00 

5 无人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装备改造升级项目 连云港杰瑞 30,940.00 20,950.00 

6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青岛杰瑞 33,650.00 22,750.00 

7 水声对抗及港口防御装备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 中原电子 18,170.00 16,000.00 

8 潜用声纳产业化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辽海装备 9,200.00 8,700.00 

相关项目总投资金额 - 315,960.00 240,000.00 

支付现金对价 80,125.91 

合计 320,125.91 



若本次配套融资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

募集资金数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

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体使

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配套

募集资金到位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相关主体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

情况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9、上市地点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10、滚存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配套融资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配套融资完成后的新老

股东共享。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配套融资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套融资方案之

日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配套融资的核

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配套融资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鉴于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海声科技全资子公司）100%股权、上海

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辽海装备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杰瑞电子 100%

股权及辽海装备及中船重工（沈阳）辽海输油设备有限公司（辽海装备全资子公



司）、沈阳海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辽海装备全资子公司）、海声科技、宜昌英

汉超声电气有限公司（海声科技全资公司）、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海

声科技全资子公司）、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杰瑞控股全资子公司）、青

岛杰瑞、青岛杰瑞工控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杰瑞全资子公司）、中船永志拥有的

专利权、域名、软件著作权等均拟采用收益法评估，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公司应当与出售上述资产的相关交易对方就上述资产实际盈利数

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

船重工集团、七一五所、七一六所、七二六所、杰瑞科技集团、中船投资签订的

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编制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

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