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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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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下发的关于对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莆股份” 

或“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235 号）所述内容，公司董事

会对有关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及核查，现就关注函中所提及的具体问题答复如下： 

近期你公司披露《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拟出售全资子公

司厦门光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莆显示”）全部股权，我部对此表

示关注，请你公司解释说明以下问题： 

1.公告显示，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光莆显示净资产为 3,016.81万元，2018

年及 2019年 1-6月净利润分别为 1,382.57万元及 430.65万元。请你公司： 

（1）请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各子公司业务职能等详细说明在光莆显示盈利

情况下，上市公司出售其股权的原因。 

【回复】 

2017 年以来,公司进行了战略升级，确定以 LED 封装技术、光电传感技术、

物联控制技术、通讯技术等核心技术为基础拓展在 LED照明、智能家居、居家养

老等大消费领域和在智慧医养、健康美容等大健康领域的应用，同时进行品牌资

源整合，由传统 TO B 模式丰富为更接近消费者客户的 TO B+TO C 模式。通过加

快自有品牌建设,快速提升公司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加自有品牌及附加值。为提

升管理效率，保障长期效益，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的为公司股东创造价值，公

司需要进一步聚焦核心业务，逐步剥离非核心业务的生产环节。 

本次出售光莆显示前，公司及各子公司的业务职能分工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业务定位 



光莆股份 1994-12-07 
主要从事光电传感器、物联控制模组、LED 封装、LED 照明及智

能照明的研发、生产、销售 

丰泓照明 2013-10-21 主要从事非视觉照明业务的销售 

光莆照明 2014-6-18 主要从事自主品牌推广 

哈夭德 2018-5-3 主要从事发展智慧医养、健康美容等大健康项目 

香港光莆 2011-11-30 海外融资并购的资本运作平台 

爱谱生 2002-02-08  主要从事柔性电路板的研发、生产、销售。 

光莆显示 2007-05-11 主要从事 LED 背光模组配套件的生产、销售 

上市公司出售子公司光莆显示股权的原因如下： 

其一，基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公司战略升级后，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快速增长， 2017年、2018年、2019

年 1-6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54.54%、56.34%、59.53%，净利润分别同

比增长 21.51%、126.76%、107.21%，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光莆显示 2017年、2018

年、2019年 1-6月营收占比分别为 13.54%、10.81%、8.19%，净利润占比分别为

27.3%、11.66%、6.09%，光莆显示在公司合并报表中的业绩占比逐渐下降，光莆

显示所从事的 LED背光模组配套件业务与公司发展战略关联度不高，为公司的非

核心业务，基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公司需要进一步聚焦核心主营业务，逐步

剥离非核心业务生产环节。 

其二，基于公司战略落地的需要 

围绕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公司持续强化 “品牌+技术”两端，逐步弱化

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端。2017 年公司在美国设立孙公司，运营以照明、

智能家居业务为主的大消费品牌，逐步打造并强化自有品牌；2017 年公司成立

品牌事业部，运营以智慧医养、健康美容业务为主的大健康品牌。公司高度重视

技术储备及产品前瞻开发，研发投入也逐年增加，2018 年研发投入同比增加

28.04%，2019 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同比增加 67.58%，持续强化“技术”端。光莆

显示主要为客户代工生产，公司从整体战略落地考虑，剥离非核心业务生产环节，

逐步弱化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端，将更多的管理资源向核心业务的品牌和

技术两端进行倾斜，提升公司的价值。 

其三，基于应对客户业务变化的需要 

光莆显示主要从事中小尺寸 LED 背光模组配套件的生产，光莆显示的主要

大客户（2016年至 2019年上半年，该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 92.80%，89.70%，77.02%，



80.34%）从去年 5月份即开始规划将中小尺寸产品的生产迁移至海外新生产基地。

因光莆显示生产的产品体积大、运输成本高，只能选择就近供货，因此业务受到

运输距离的限制。公司考虑到该业务为公司非核心业务，经综合评估，不考虑跟

随主要大客户到海外设厂。随着主要大客户将和光莆显示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业务

迁移至海外新生产基地，光莆显示未来业绩可能会出现下滑的风险。公司在此情

况下及时剥离子公司光莆显示，既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也是客户业务发生变

化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符合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 

综上，公司出售光莆显示股权，系公司因客户变化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聚

焦公司核心业务，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集中资

源更好的为公司股东创造价值。  

（2）详细说明本次交易未对光莆显示进行评估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光

莆显示近三年又一期业绩情况，解释说明以净资产价格出售光莆显示 100%股权

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① 本次交易未达到交易所相关规则所要求的必须评估的标准，故未进行评 

估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3 条和第 9.7 条明确规定了应当聘请具有从事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标准和应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标准。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为 11,502.96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20,787.71万元的 9.52%；

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为 8,375.45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77,450.60 万元的 10.81%；交易标的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为 1,382.56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 11,855.16 万元的 11.66%；交易的成交金额为 3,016.81 万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2,349.91万元的 4.84%；本次交易未产生利润。对

照《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3 条和第 9.7 条规定的标准,本次交易未达到其

所要求的必须评估的标准，故未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资产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 

②以净资产价格出售光莆显示 100%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光莆显示三年又一期的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上半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3,677.52 8,375.45 6,708.30 5,658.45 

净利润 430.65 1,382.57 1,427.09 1,114.30 

公司以账面净资产出售光莆显示 100%股权的原因和合理性分析如下： 

其一，公司出售光莆显示股权时，光莆显示账面上主要是一些库存、旧设

备、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资产。 

在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光莆显示账面上主要是一些库存、旧设

备、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资产，光莆显示原有的商标、房产、主要业务资源等

均已在协议签署前转给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其二， 本次交易作价系以账面净资产为基础，与购买方（与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董监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平、公正基础之上协商得出。 

本次交易公司前，公司与购买方（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不存在

关联关系）在公平、公正基础之上多次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 

其三，以净资产出售子公司股权有行业先例。 

本次交易前,公司有查阅创业板上市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的案例,部分创业

板上市公司在转让子公司股权时即是以账面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故公司在与无

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协商定价时按资产出售的方式以账面净资产定价。 

2.你公司称本次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仍然继续保有背光模组和配套件业

务的资源、技术和渠道，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已采取哪些措施保障上市公司继续持有背光模组和配套件业

务的资源、技术和渠道。 

【回复】 

公司未来背光模组和配套件业务的定位是现有客户需求的维护，公司具备

较为充分的措施保障上市公司继续持有背光模组和配套件业务的资源、技术和渠

道，具体如下： 

业务和渠道资源方面。公司与光莆显示原主要客户持续保持良好的合作、

沟通，公司已将光莆显示原有主要客户资源转移至公司子公司厦门光莆照明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莆照明科技”），该主要客户已在系统中将供应商名称由

光莆显示变更为公司子公司光莆照明科技。 

技术方面。公司是围绕 LED封装客户的显示器产品从 CRT到 LCD升级需求，

开发的 LCD显示器核心部件的背光模组及配套件产品，LED背光的主要核心技术

人员王文龙等人一直在公司任职，并不会随本次股权转让而转移。 

（2）请你公司结合此次交易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补充说明继续保有背光

模组和配套件业务的资源、技术和渠道的目的，并分析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回复】 

公司继续保有背光模组和配套件业务的资源、技术和渠道的目的主要是维

护现有客户需求。 

公司成立以来，坚持“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光莆显示原主要大客户虽

然拟将主要业务迁至海外，但其仍有部分业务会保留在福建，其仍然存在采购少

量背光模组配套件产品的需求。为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即使是少量需求，光莆

照明科技（承接光莆显示除母公司以外的其他客户业务资源）仍需为客户持续提

供服务，因此，公司需要保留该部分业务相关资源。 

未来，公司持续聚焦于以 LED封装技术、光电传感技术、物联控制技术、通

讯技术等核心技术为基础拓展在 LED照明、智能家居、居家养老等大消费领域和

在智慧医养、健康美容等大健康领域的应用。背光模组配套件业务未来不会是公

司的核心业务，而是为了满足客户的小量需求。因其业务量较小，业务占比较少，

将其剥离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小。 

3.此次交易对手方厦门智珈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珈沣”）成

立于 2019年 8月 12日，股东分别为陈春香、占英，法定代表人为黄小岚，请你

公司补充说明上述人员是否与上市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或

曾经存在关联关系、其他交易安排或往来款事项。 

【回复】 

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查，并查阅厦门智珈沣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同时也获取了陈春香、占英、黄小岚提供的《声明

与承诺》，相关声明与承诺函明确陈春香、占英、黄小岚“与上市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曾经亦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其他交易安



排或往来款事项”。 

综上，陈春香、占英、黄小岚与上市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曾经亦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其他交易安排或往来款事项。 

4.公告显示，你公司同意智珈沣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起一年内，分三次支付

3,016.81万元转让价款，即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90日内支付 500万元，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1,000 万元，2020 年 8 月 20 日前支付剩余款项 1,516.81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付款安排的合理性，并结合智珈沣付款能力说明已采取何

种措施保障足额收回交易价款。 

【回复】 

①公司同意智珈沣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起一年内，分三次支付 3,016.81 万

元转让价款的原因如下： 

由于在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光莆显示账面上主要是一些库存、旧

设备、应收账款等资产，光莆显示原有的商标、房产、主要业务资源等均已在协

议签署前转给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且光莆显示主要大客户未转给智珈沣，智珈沣

对主要大客户的货款收回有疑虑，希望公司协助收回光莆显示销售给主要大客户

的货款，因此，公司与智珈沣通过多次协商，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 

②为避免交易价款收款风险，公司采取了如下风险管控措施，保障足额收 

回交易价款。 

为保证智珈沣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在与智珈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

时，双方还签署了《账户监管协议》，主要约定以下事项：在智珈沣支付完全部

股权转让款和标的公司支付完分红款之前，标的公司的财务出纳人员由公司所派

出人员担任；标的公司所有款项支付均需经公司审核确认后方可支付；标的公司

的银行最终复核网银盾和支票的支付密码器由公司保管，公司根据智珈沣的申请

并经审核确认后协助标的公司支付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支付的款项。 

此外，公司拟与智珈沣、光莆显示、光莆显示主要大客户签署《代付款协议》，

约定由光莆显示主要大客户将应付给光莆显示的货款按账期转付至公司账户，公

司收到光莆显示主要大客户直接支付的相应款项后，视为收到智珈沣向公司支付

的相应金额的股权转让款。 

智珈沣股东出资和光莆显示销售给主要大客户的应收账款、发出商品加起来

可以覆盖本次交易价款，确保本次股权转让款 100%收回。 



5.公告显示，截至目前光莆显示尚有 6,512.46 万元分红款未支付给上市公

司，智珈沣承诺将促使光莆显示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将该笔分红款支付给上

市公司。请补充说明截至目前光莆显示对上市公司应付款项情况，并说明上市公

司采取何种措施保障收回上述应收款项。 

【回复】 

截止目前，光莆显示对上市公司的应付款共计 6,916.40万元，均为分红款。 

光莆显示支付分红款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光莆显示的银行理财款和房产转让

款，光莆显示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上有 5000 万元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是光莆显示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2019年 9月 9日到期并收回；

光莆显示原厂房已转给公司子公司光莆照明科技且已办理完登记手续，公司已与

光莆显示、公司子公司光莆照明科技签署了《代付款协议》，约定由公司子公司

光莆照明科技将应付给光莆显示的 1,774.92 万元厂房转让款转付至公司账户，

公司收到光莆照明科技直接支付的相应款项后，视为收到光莆显示向公司支付的

相应金额的分红款。上述银行理财产品和房产转让款基本上可以覆盖光莆显示应

付给公司的分红款。 

此外，为保证标的公司足额支付分红款，公司在与智珈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的同时，双方还签署了《账户监管协议》，主要约定以下事项：在智珈沣支付完

全部股权转让款和标的公司支付完分红款之前，标的公司的财务出纳人员由公司

所派出人员担任；标的公司所有款项支付均需经公司审核确认后方可支付；标的

公司的银行最终复核网银盾和支票的支付密码器由公司保管，公司根据智珈沣的

申请并经审核确认后协助标的公司支付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支付的款项。 

6.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光莆显示 2019年 6月末净资产较 2018年末大幅减少的

原因。 

【回复】 

光莆显示 2019年 6月末净资产较 2018年末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公司分红。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作出分红决定，以光莆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上的累计未分配利润 89,285,825.08元为基数，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分

配利润 88,124,629.98元，分配分两次支付：2019年 6 月 30日前支付现金 2,300

万元，2019年 10 月 31日前支付现金 65,124,629.98元。 



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