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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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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基于对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通达动力”）

总体战略和未来发展的考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达矽钢”）与姜煜峰先生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全资子公司通达矽钢拟向姜煜峰先生出售持有的天津清研智束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清研智束”）3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关联交易认定 

姜煜峰先生为公司前董事长，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

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姜煜峰先生现为通达矽钢法定代表人。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将姜煜峰先生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构成关联交易。 

3、交易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均

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姓名：姜煜峰 

2、身份证号码：320602**********5X 

3、住所地：江苏省通州市四安镇庵东村 

姜煜峰先生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其具有支付本次股权

转让款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天津清研智束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磊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22 日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低碳产业基地 C1 栋 207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MA05N51589 

经营范围：金属零件加工、设计、制造；三维打印机、医疗器械及设备开发、

设计、制造、销售、服务。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 30.00% 

北京水木汇智科技有限公司 40.50% 

天津新清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郭超 10.50% 

马旭龙 4.50% 

向虎 4.50% 

合计 100% 

清研智束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自愿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2、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1）公司近年的资产、负债、权益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一、流动资产 11,901,412.67 7,877,355.98 7,811,405.30 

二、非流动资产 669,904.39 736,276.12 407,848.21 

其中：固定资产 668,994.39 735,306.12 406,758.21 

无形资产 910.00 970.00 1,090.00 

三、资产总计 12,571,317.06 8,613,632.10 8,219,253.51 

四、流动负债 122,726.05 1,907,374.82 20,835.55 

五、非流动负债 - - - 

六、负债合计 122,726.05 1,907,374.82 20,835.55 

七、股东全部权益 12,448,591.01 6,706,257.28 8,198,417.96 

（2）公司近年的经营业绩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营业收入 4,668,295.24 2,480,080.44 59,343.68 

减：营业成本 1,411,761.66 1,353,356.94 - 

税金及附加 34,203.08 40,040.99 124.62 

销售费用 462,695.66 424,380.56 153,131.99 

管理费用 2,379,051.25 4,479,204.74 1,769,412.06 

财务费用 -53,350.14 -180,530.53 -72,098.17 

二、营业利润 433,933.73 -3,636,372.26 -1,791,226.82 

加：营业外收入 5,308,400.00 2,144,211.74 - 

减：营业外支出 - 0.16 - 

三、利润总额 5,742,333.73 -1,492,160.68 -1,791,226.82 

减:所得税费用 - - - 

四、净利润 5,742,333.73 -1,492,160.68 -1,791,226.82 

注：2016 年度、2017 年度数据已经天津中审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和

天津普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并分别出具（津中审联审字[2017]第 396

号、普天审字[2018]第 04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清研智束 2018

年 1-6 月份的会计报表未经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3、公司本次出售股权的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 

4、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将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截至

目前，公司不存在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以 2018年 6月 30日为基准评估价格为基础，以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为前提，

经转让双方协商同意：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天津清研智束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标的公司的估值，即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2,660 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后，本次交易的 30%股

权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8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姜煜峰 

丙方（确认方）：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份转让价款 

各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天津清研智束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各方协商后确定，乙方向甲方购

买标的股权应向甲方支付的转让价款共计 800 万元。 

（二）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向甲方支付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

价款。 

（三）标的股份的交割 

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依据本协议在工商局办理完毕

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的手续，乙方应当配合提供或出具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所需的全部申请文件。 

（四）协议成立、生效 



1、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2、 本协议于以下所有条件最终成就之日生效：  

（1）本协议已经成立；  

（2）丙方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4）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签订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确认函。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出售股份的目的 

清研智束是 3D 计算机设备制造业，企业主要是高科技设备研制和软件设计

开发。近年来，由于清研智束利润连续亏损，公司与清研智束控股股东多次协商，

就本次股权转让达成了一致意见；公司转让清研智束的股权，可收回相关投资资

金，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有利于平衡和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构

成不利影响。如果本次股权转让交易能够完成，预计将对公司 2018 年净利润产

生积极影响，最终影响情况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根据本次交易付款方姜煜峰先生最近的资信状况来看，其具备款项支付

能力，该股权转让款项收回不存在或有风险。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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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姜煜峰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额为 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达矽钢将其持有的清研智束 30%股权转

让给姜煜峰先生，转让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亦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经过认真审查一致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达矽钢将其持有的清研智

束 30%股权转让给姜煜峰先生，交易价格以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天津清研智束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8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有利于公司收回相关投资资金，增加公司经营性现

金，有利于平衡和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股权转让行为。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天津清研智束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