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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机电”、“上市公司”或“公司”）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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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康尼机电出售全资

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作价 34 亿元收购了广东龙昕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昕科技”）100%股权（以下简称“前次交易”）。前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发现龙昕科技原董事长、总经理廖良茂私自以龙昕科技名义

对外违规担保且金额巨大，导致龙昕科技几乎所有银行账户被冻结，资金链断裂，

龙昕科技供应商几乎停止供货，客户订单大幅萎缩，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期

间，廖良茂因涉嫌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此外，手机行业整体下滑对龙昕科

技生产经营带来进一步不利影响。前述因素，导致龙昕科技业绩大幅亏损，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解决公司因并购龙昕科技产生的危机，防止亏损进一步扩大，保持公司

原有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公司拟向南京紫金观萃民营企业纾困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纾困发展基金”或“受让方”）出售龙昕科技 100%

股权。双方协商同意，龙昕科技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参照龙昕科技

经审计的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4 亿元；考虑到本次交易基于

纾困的精神，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受让方后续处置龙昕科技的收入低于 4 亿

元（含），则该等处置收入全部归受让方所有；如受让方后续处置龙昕科技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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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于 4 亿元，则处置收入中超出 4 亿元部分的 90%归上市公司所有，10%归纾

困发展基金所有。同时，公司 12 名管理层股东（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刘

文平、徐官南、王亚东、史翔、朱卫东、唐卫华、顾美华、徐庆、张金雄）与纾

困发展基金签署了协议，约定以其所持有的 43,535,497 股上市公司股票为纾困发

展基金后续处置龙盺科技的收益提供质押担保，如龙昕科技后续处置收入不足 4

亿元，则以前述质押股票为限对纾困发展基金进行差额补偿。 

2019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其中关联董事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和刘文平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6 月 25 日，公司与纾困发展基金签署了《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公司不再将龙昕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9 年 6 月 25 日，上市公司 4 名董事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刘文平出

具认购合伙份额承诺函，拟出资 5,000 万元认购纾困发展基金合伙份额，因此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纾困发展基金未发生其他关

联交易，也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紫金观萃民营企业纾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 57 号 8 幢 4 楼 41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1YAE5H3Y 

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 57 号 8 幢 4 楼 411 室 



3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峰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管理。 

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 

南京峰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100.00 0.14% 

南京观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100.00 0.14% 

南京国资混改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0.00 7.12%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代表“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

展系列之国君资管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单一）”） 

有限合伙人 现金 65,000.00 92.59% 

合计 70,200.00 100.00% 

2019 年 6 月 25 日，上市公司 4 名董事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刘文平出

具认购合伙份额承诺函，拟出资 5,000 万元认购纾困发展基金合伙份额，因此交

易对方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纾困发展基金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无主营业务收入来源。 

（三）主要财务指标 

纾困发展基金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南京峰岭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58.19 

所有者权益 343.82 

项目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6.70 

净利润 -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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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名称：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15 日 

住所：东莞市大朗镇水平村象和路 228 号 

注册资本：6,640.3384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牛连革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塑胶制品、五金制品、手机配件、电脑

配件、汽车零配件、精密模具；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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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康尼机电 100% 

标的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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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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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0,077.77 

所有者权益 -7,283.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013.97 

项目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57,586.46 

净利润 -115,033.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88.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522.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3,178.03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续

公司将委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最近一期会计报表进

行审计，审计后将更新并补充披露相关公告。 

（四）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龙昕科技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苏亚审【2019】693 号《审计报告》。 

上述《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如下：2018 年四季度以来，龙昕科技原董事

长、总经理廖良茂因违规担保金额巨大被采取强制措施，导致龙昕科技生产经营

受到严重影响，几乎所有银行账户被冻结，资金链断裂，龙昕科技部分供应商停

止供货，客户订单大幅萎缩；此外，手机行业整体下滑对龙昕科技生产经营带来

进一步不利影响，导致龙昕科技业绩大幅亏损。截止 2018 年末，大岭山等三个

厂区已停止经营，龙昕科技及新马莲厂区仅维持在手订单的生产；2018 年度龙

昕科技产生巨额亏损 11.50 亿元，年末已资不抵债。上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龙昕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龙昕科技已充分披露拟

釆取的措施处理龙昕科技的问题。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续

公司将委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最近一期会计报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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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计，审计后将更新并补充披露相关公告。 

（五）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参考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4 亿元。 

考虑到本次交易基于纾困的精神，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受让方后续处置

标的的收入低于 4 亿元（含），则该等处置收入全部归受让方所有；如受让方后

续处置标的的收入高于 4 亿元，则处置收入中超出 4 亿元部分的 90%归上市公

司所有，10%归纾困发展基金所有。 

（六）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龙昕科技不再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目前上

市公司不存在为龙昕科技提供担保、委托龙昕科技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龙昕科

技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及支付安排 

（一）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参考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4 亿元。 

考虑到本次交易基于纾困的精神，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受让方后续处置

标的的收入低于 4 亿元（含），则该等处置收入全部归受让方所有；如受让方后

续处置标的的收入高于 4 亿元，则处置收入中超出 4 亿元部分的 90%归上市公

司所有，10%归纾困发展基金所有。 

（二）本次交易的价款支付安排 

双方同意，在下列条件均满足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 60%的股权转

让价款，计 24,000 万元，支付到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 

（1）纾困发展基金完成引入 4 名上市公司董事（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

刘文平）的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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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上市公司 12 名管理层股东

将其合计所持上市公司 43,535,497 股股票质押予纾困发展基金的登记手续。 

剩余价款支付：双方同意，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纾困发展基金将剩余

40%的转让价款，计 16,000 万元，支付到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若在此期间

上市公司出现资金需求时，经协商一致，纾困发展基金将提前支付前述剩余价款。 

（三）标的公司的后续处置原则 

考虑到本次交易基于纾困的精神，双方约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受让

方后续处置标的公司的收入低于 4 亿元（含），则该等处置收入全部归受让方所

有；如受让方后续处置标的公司的收入高于 4 亿元，则处置收入中超出 4 亿元部

分中的 90%归上市公司所有，10%归纾困发展基金所有。如受让方后续处置标的

公司的收入高于 4 亿元，受让方应在收到处置收入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基于前述原

则确定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的资金支付到上市公司书面指定的银行帐户。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龙昕科技原董事长、总经理廖良茂私自以龙昕科技名义对外违规担保且金额

巨大，导致龙昕科技几乎所有银行账户被冻结，资金链断裂，龙昕科技供应商几

乎停止供货，客户订单大幅萎缩、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手机行业整体

下滑对龙昕科技生产经营带来进一步不利影响，导致龙昕科技业绩大幅亏损。本

次交易对龙昕科技进行了剥离，有利于解决公司因龙昕科技产生的危机，防止亏

损进一步扩大，保持公司原有主营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金元贵、

陈颖奇、高文明、刘文平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如下：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拟将持有的龙昕科技 100%股权转让给纾困发展基金，因公司董事

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刘文平已经出具认购合伙份额承诺函，拟出资 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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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购纾困发展基金的合伙份额，纾困发展基金系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有助于解决公司因并购龙昕科技产生的危机，符合公司利益；本次

交易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参考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财务数据

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且双方约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纾困发展

基金后续处置标的的收入高于 4 亿元，则处置收入中超出 4 亿元部分中的 90%

归上市公司所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向纾困发展基金出售龙昕科技 100%股权，有利于解决公司因并购龙昕

科技产生的危机，保持公司原有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具有必要性；本次交易标

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参考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协商确

定，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且双方约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纾困发展基金后

续处置标的的收入高于 4 亿元，则处置收入中超出 4 亿元部分中的 90%归上市

公司所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纾困发展基

金出售龙昕科技 100%股权。 

七、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纾困发展基金未发生关联交易

（不含此次关联交易）。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对康尼机电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本次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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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