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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能电气”）于2018年9月17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武汉市武昌电

控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4,748.54万元人民币收购控股

子公司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昌电控”）39%股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夯实配电设备制造业务，中能电气拟以自筹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武 

昌电控 39%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4,748.54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能电气

将持有武昌电控 100%股权。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

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连

续 12 个月内购买资产累计金额达到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本次收购股

权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各方已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签署相关收购协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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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沈祥裕：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201061951********   住所：武汉市武

昌区楚材小区，直接持有武昌电控37.172%股权； 

2、于冬梅：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201061975********  住所：武汉市武

昌区粮道街224号，直接持有武昌电控1%股权； 

3、秦永和：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201061949********住所：武汉市武昌

区珞珈山南三区，直接持有武昌电控0.72%股权； 

4、成淑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201061973******** 住所：武汉市武昌

区新华里，直接持有武昌电控0.054%股权； 

5、林双：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4201061969********住所：武汉市武昌区

忠孝门，直接持有武昌电控0.054%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及其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沈祥裕、于冬梅、秦永和、成淑娟、林双所直接持有的武 

昌电控39%股权。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120万元  

3、公司住所：武昌区积玉桥街和平大道 716 号武汉航天首府 15 栋 41 层 6

室 

4、成立日期：1996年11月04日 

5、法定代表人：沈祥裕 

6、经营范围：电器控制设备、机电仪表、电气成套设备制造（限分支机 



 

构经营）、研发、设计及批零兼营、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承装四级（修、试）电力设施业务。（依法须经审

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本次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能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6,173.2 61.00% 10,120 100% 

沈祥裕 3,761.8064 37.172% 0 0 

于冬梅 101.2 1.00% 0 0 

秦永和 72.864 0.72% 0 0 

成淑娟 5.4648 0.054% 0 0 

林双 5.4648 0.054% 0 0 

合计 10,120 100% 10,120 100%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5,666,221.37 332,661,857.10 

负债总额 204,079,376.49 210,904,375.18 

应收款项总额 183,087,946.33  188,975,802.24 

净资产 121,586,844.88  121,757,481.92  

财务指标 
2017 年 1-12 月 

（已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4,583,367.42 95,421,939.74 

营业利润 6,034,338.53  1,360,466.94  

净利润 5,250,023.25 922,88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76,412.46 3,523,902.74 



 

9、截至目前，武昌电控不存在为除合并报表范围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 

10、本次交易后，公司合并范围未发生变更，武昌电控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

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受让方（甲方）：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乙方）：乙方 1：沈祥裕；乙方 2：于冬梅；乙方 3：秦永和； 

乙方 4：成淑娟；乙方 5：林双 

标的公司（丙方）：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2、标的股权 

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合计 39%股权。  

3、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双方依据丙方 2018年 6月 30日的净资产 12,175.75

万元作为作价依据，确定本次交易中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为 4,748.54

万元。 

（2）支付方式： 

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 1 支付 3,225.97 万元，余款

1,300 万元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向乙方 2、乙方 3、乙方 4 以及乙方 5 支付转让对价的 50%，余款应于办理完成

工商变更后 7 日内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由丙方财务部门代表乙方向税务部门申报个人所得税，乙方

需配合提供有关资料，税务机关核准了乙方应交个人所得税后，甲方应将代扣代

缴所得税后的余额支付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4、乙方、丙方之义务 

（1）乙方及丙方须及时签署应由其签署并提供的与该股权及资产转让相关的

所有需要上报审批相关文件。 

（2）乙方及丙方须依本协议之规定，办理该等股权及资产转让之报批、备案

手续及工商、税务等变更登记手续。 

（3）乙方持有丙方股权期间，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以外，未经甲方同意，乙方



 

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丙方股权，亦不得在所持有的丙方股权之上设定质押，否则构

成乙方的违约，其应根据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 受让方之义务 

（1）甲方须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向乙方支付转让款。 

（2）甲方应及时出具为完成该等股权及资产转让而应由其签署或出具的相关

文件。 

（3）自标的股权的权属在丙方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至甲方之日起，基

于标的股权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甲方承担。 

6、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合法签署后即产生法律效力。 

7、争议之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及其本协议附件所产生的争议应首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8、协议修改、变更、补充 

本协议之修改、变更，补充均由各方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进行，经双方

正式签署后生效。修改、变更、补充部分以及本合同附件均视与本协议具备同等

法律效力且为本协议不可分割部分。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无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风险提示 

（一）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输配电产品领域，主要从事 35kV 及以下电压等

级电力电缆配电系统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为国家电网、行业

用户提供输配电一次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子公司武昌电控主要从事轨道交通系

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较早进入铁路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拥有

多年的产品技术和经验积累，和全国各大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设计院有良好的沟

通渠道，在各铁路局有较好的运行业绩。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高速铁路的投

资，对于设备和维保行业，其增长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根

据《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新增城市轨道交通



 

2,000 公里以上，预计投资额达 1.6 万亿元，年均投资额为“十二五”期间的 2 倍。

城市轨道交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本次收购后，公司将持有武昌电控 100%股权，有利于加强公司对武昌电控

的控制和管理，进一步整合武昌电控与公司的资源配置，实施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巩固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市场地位，综合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实力与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以自筹资金收购股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二）风险提示 

武昌电控未来业绩发展将受产业政策、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公司业务整合

情况等因素制约，如果未来出现行业发展未达到预期、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

态势变化、整合效果不达预期等情形，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影响。公司将切实跟进

收购及后续事项，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武昌电控股权有利于加强公司对武昌电控的控制和

管理，进一步整合武昌电控与公司的资源配置，夯实公司传统的配电设备制造根

基，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市场发展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董事会在审议

该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表决程序，相关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累计收购资产情况 

连续12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购资产交易金额9,955.54万元（包含本次

交易），超过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方 交易事项概述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福建祥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款4,000万元。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湖北熠慧能源有限公司37.5%股权，收购价款775万元 

上海熠冠新能源有限公司 收购江苏滨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收购价款432万元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39%股权，收购价款4748.54万元 

注：上海熠冠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沈祥裕、于冬梅、秦永和等人关于武汉市武昌

电控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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