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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上海卡耐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卡耐”）之股东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拟将

其持有的上海卡耐 6,000 万股股权（9.59%）转让给深圳市邦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卡耐之股东苏州正力蔚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耐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分别将其持有的上海卡耐 3,366

万股股权（5.38%）、936 万股股权（1.50%）、809 万股股权（1.29%）转让给深

圳市方杰实业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上海卡耐整体估值人民币 16.13 亿

元为基础确定，上述股权转让总对价为人民币 28,646.88 万元。考虑到公司目前

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公司放弃上述上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

权。 

公司本次放弃上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上海卡耐股权

的转让方和受让方与公司均不构成关联关系，本次转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洪涛 

成立时间：2010 年 5 月 24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62,572 万元 

企业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兴邦路 398 号 



 

经营范围：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储能设施所需锂离子电池及其零配件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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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转让股

权比例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335 58.07% -- 36,335 58.07%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5,126 24.17% -- 15,126 24.17%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6,000 9.59% 9.59% -- -- 

苏州正力蔚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366 5.38% 5.38% -- --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36 1.50% 1.50% -- -- 

上海耐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9 1.29% 1.29% -- -- 

深圳市邦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 6,000 9.59% 

深圳市方杰实业有限公司 -- -- -- 5,111 8.17% 

合  计 62,572 100.00% 17.76% 62,572 100.00% 

财务状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卡耐资产总额为 983,461,620.18 元，负债总

额为 548,703,609.79 元，净资产为 434,758,010.39 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5,268,495.39 元，净利润-50,859,343.40 元（已经审计数据）。 

截止2018年9月30日，上海卡耐资产总额为1,270,320,776.42元，负债总额为

608,689,726.38元，净资产为 661,631,050.04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04,629,092.90元，净利润-62,108,508.82元（未经审计数据）。 

三、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 1 

公司名称：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莲 

成立时间：2001 年 09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687.9678 万元 

企业地址：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区 

经营范围：汽车铝合金车轮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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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002085 

2、出让方 2 

公司名称：苏州正力蔚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继程 

成立时间： 2016 年 12 月 05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企业地址：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浦江路 133 号 2 幢 

经营范围：搭载于汽车的锂电池的电池包系统研发、试制、生产及销售并提

供售后服务及其相关技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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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常熟正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苏州正力蔚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5%股权，蔚然（南京）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持有苏州正力蔚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35%股权。 

3、出让方 3 

公司名称：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宣奇武 

成立时间： 2007 年 05 月 23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924.3743 万元 

企业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25 号 6 号楼 215 室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汽车整车及发动机、汽车零部件；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批发汽车零部件、机械产品、计算机软件。（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票代码：836019 

4、出让方 4 

公司名称：上海耐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于洪涛 

成立时间： 2015 年 07 月 21 日 

企业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兴邦路 398 号 1 幢 206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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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受让方 1 

公司名称：深圳市邦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桂娣 

成立时间：2010 年 5 月 5 日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300553865629B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电力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及其它国内贸

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

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刘桂娣持有深圳市邦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2、受让方 2 

公司名称：深圳市方杰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娟 

成立时间：2018 年 12 月 26 日 

纳税人识别号：91440300MA5FEXLT77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

销售；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王娟持有深圳市方杰实业有限公司 99%股权，游宇杰持有深圳市

方杰实业有限公司 1%股权。 

（三）关联关系说明 

出让方 1、出让方 2、出让方 3、出让方 4 及受让方 1、受让方 2 与公司都不

存在关联关系。 

四、关于转让定价合理性的分析 

本次上海卡耐股权转让定价基础为参考上海卡耐的账面净资产由出让方和

受让方各自协商确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上海卡耐股权转让定价方式合理且符

合市场定价的原则。 

五、放弃优先受让权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已经持有上海卡耐 58.07%股权，考虑到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

发展战略等，公司决定放弃本次上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公司放弃本次

上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不影响公司持有的上海卡耐股权比例，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上海卡耐股权的转让价格相对于按出

资比例计算的净资产有较大幅度的溢价，且上海卡耐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公司放

弃本次上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上海卡耐股权转让交易对价的定价方式合理。公司放弃本次上海卡耐股

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不影响公司持有的上海卡耐的出资比例，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上海卡耐股权的转让价格相对于按出资比例计

算的净资产有较大幅度的溢价，且上海卡耐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公司放弃本次上

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放弃上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放弃本次上海卡耐股权转让的优

先受让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