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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收购苏州科阳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阳”、“标的方”）65.5831%股权事项与惠州

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贝德”）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该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属于双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约定性文件，合作

内容的具体事宜尚需进一步与涉及的交易各方协商，再另行签署协议，能否达成

最终交易协议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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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述收购事项公司尚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公司将在具体事项明确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时须报国资部门审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

事项是否获得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4、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同时还需由其他交易各方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

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因而本次股权收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其履行不会对公司

2019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9 年 3月 20日，公司与硕贝德签署了《关于转让苏州科阳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65.5831%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

过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苏州科阳 65.583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双方

同意，以经过国资部门审核备案的评估报告对应评估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预计

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仅系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初步意

向，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金额尚需涉及的交易各方

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公司将在具体事项明确后，按照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583329069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300322 

成立日期：2004年 2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朱坤华 

注册资本：40,676.98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上霞片区 SX-01-02 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无线通信终端天线及通信产品配件，并提供

相关技术服务；商品与技术进出口，动产与不动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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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科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558061590Y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7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朱坤华 

注册资本: 19,817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9,81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湖街道方桥路 568 号 

经营范围：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及封装测试服务，生产、

销售发光二极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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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公告日,标的方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周芝福 1,460 7.3674% 

2 刘金奶 300 1.5139% 

3 周如勇 240 1.2111% 

4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100 71.1510% 

5 惠州东宏升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 3.5323% 

6 惠州智通津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 0.8074% 

7 苏州市相城区双创双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57 14.4169% 

合计 19,817 100% 

标的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364.23 38,903.66 

负债总额 19,723.72 22,389.3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7,640.51 16,514.36 

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9,934.91 24,894.67 

净利润 1,126.15 1,293.40 

注： 2017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度数据未审计。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 

乙方：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鉴于:转让方和标的方其他股东周芝福、惠州东宏升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刘金奶、周如勇、惠州智通津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其他股东合称为“其他转让方”）拟向受让方转让股权，受让方拟受让上

述股权。甲乙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1条 股权转让 

1.1 本次股权转让 

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并促使其他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约

定的条款及条件，将其合计持有标的方 65.5831%的股权（“目标股权”）转让

予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的全资子公司，且受让方同意购买无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

方 65.5831%的股权。 

双方同意，以经过国资部门审核备案的评估报告对应评估值作为最终交易价

格，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 

1.2 股权比例 

本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完成之后，双方及标的方其他股东持有的标的方

股东权益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 129,965,802 65.5831%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950,519 16.6273% 

周芝福 4,673,839 2.3585% 

惠州东宏升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35,893 0.8255% 

惠州智通津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3,947 0.1887% 

苏州市相城区双创双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570,000 14.4169% 

合计 198,170,000 100% 

第2条 股权转让款/定金的缴付 

2.1 乙方应按下列的安排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时间，支付其应付的款项： 

2.1.1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3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交易对价的 10%作为本

次交易的定金，即人民币 1,800 万元； 



2.1.2 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款具体支付安排以各方最终签署的《股权转

让协议》为准。 

第3条 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 

3.1 转让方、受让方同意在取得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出具 

的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书面文件后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简称“股权转

让协议”），并应尽最大努力尽快促使股权转让协议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个月内

达到前述约定的签署条件。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应当按照双方确认一致的股

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实施，和股权转让有关的各方权利义务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为

准。 

3.2 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其应：（1）负责协调和促使除其之外的其

他转让方严格按照本协议第 3.1 条的约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配合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2）负责协调和促使苏州市相城区双创双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就本协议相关的股权转让放弃其优先购买权并签署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股东协

议；（3）负责协调甲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相关审批部门批准股权转让协议的

签订和生效。 

3.3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其应：（1）负责协调相关有权的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等相关审批部门批准（备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生效；（2）负责

协调乙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生效。 

第 4条 定金返还 

4.1 若因甲方原因（如 3.2 条约定的甲方负责协调的事项未成就）导致股权

转让协议未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签署并生效，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甲方应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 

4.2 若因乙方原因（如 3.3 条约定的乙方负责协调的事项未成就）导致股权

转让协议未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签署并生效，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并不予返还定金。 

第5条 协议的生效、补充、修改、变更和解除 

5.1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协议全

部条款。双方同意，其已经充分咨询律师意见，完全了解并同意本协议的性质，

自愿签订本协议。 



5.2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变更或解除。任何修

改或变更必须制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双方签署后生效。 

5.3 本协议可通过下列方式解除： 

5.3.1 本协议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协议解除并确定解除生效时间； 

5.3.2 根据本协议第 4条的约定解除。 

第 6条 违约责任 

6.1 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款项（包括退还定金），每

迟延一天，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应付未付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事项是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在集成电路测试的基础上，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如本次收购顺利完成，将进一步完善公司集成电路产业布局，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苏州科阳是国内技术领先的先进封装厂商，公司全资子公司艾科半导体为国

内独立第三方集成电路测试企业。若本次能够顺利完成对苏州科阳的收购，苏州

科阳先进封装与艾科半导体独立测试相结合，能够在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合力，形

成“封测一体化”，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有利于培育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集成电路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通过收购苏州科阳进入封装产业的

广阔市场，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纵向产业链，增强客户粘性，扩

大公司在集成电路领域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 

公司尚未与交易各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在框架协议及后续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及执行前，本框架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 2019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仅为公司与硕贝德根据合作意向，经

友好协商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属于双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约定性文件，合作内

容的具体事宜尚需公司进一步与硕贝德及其他交易各方协商，能否达成最终交易

协议存在不确定性。  

2、上述事项公司尚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公司将在具体事项明确后，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时须报国资部门审批，该事项是否获得通过尚存在不确定

性。 

3、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还需由其他交易各方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

序后方可实施，因而本次股权收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签署情况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公司与镇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中节能华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共同发起设立绿色产业并

购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 

2016 年 6月 1 日 绿色产业并购基金已

成立，其他相关事项

正常履行中。 

2 

全资子公司江苏艾科半导体有限公

司与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签

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017 年 4月 18 日 合作事项正常履行。 

上述协议披露后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均未减持。 

5、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存在解除的情况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 
所持限售股

份数量 

未来三个月

内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未来三个月内 

解除限售日期 

未来三个月内

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备注 

王刚 52,994,584 39,009,955 39,009,955 2019 年 5月 26 日 13,248,646 

持股 5%以上

股东、公司

副董事长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收购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关于转让苏州科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5.5831%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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