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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收购青岛裕丰汉唐木业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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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兔宝宝”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德华兔宝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兔宝宝投资公司”或“受让方”）与漆勇、赵

越刚等 6名股东（以下简称“出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 70,000

万元受让漆勇等持有的青岛裕丰汉唐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裕丰汉唐”）

7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裕丰汉唐将成为兔宝宝间接控股

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9年 9 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

司收购青岛裕丰汉唐木业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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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交易事项在

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反垄断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向反垄断局申报经营者集中审查。 

二、交易各方介绍 

（一）受让方 

公司名称：德华兔宝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陆利华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为兔宝宝全资子公司。  

（二）转让方 

（1）漆勇，男，1968年 10 月 19日出生，中国国籍，目前担任裕丰汉唐的执行董事，

系裕丰汉唐的实际控制人。 

（2）赵越刚，男，1969 年 3 月 19 日出生，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优菲（裕丰汉唐

全资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3）德清兔宝宝金鼎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金鼎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MA28CDH4XQ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德清县舞阳街道塔山街 901号 1幢 101 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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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青岛海都青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青松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3MA3N1B4D0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南村镇三城路 189 号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 

（5）青岛松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松祥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3MA3N5B7X5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 100号盘谷创客空间 C105-13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

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6）王立新，男，1970 年 4 月 21 日出生，中国国籍，目前担任青岛优德（裕丰汉唐

全资子公司）的总经理。 

（三）金鼎投资系由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并购基金，公司系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81.08%的有限合伙份额，公司对并购基金不具有控制权。其他出让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任何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情况 

（一）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裕丰汉唐木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790828071J 

法定代表人：漆勇 

注册资本：8,169.82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9 月 1日 

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东古镇社区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安装：家具、门、地板、装饰材料、橱柜；批发、零售：家用

电器、五金件、装饰材料；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的施工（凭资质经营）。 

（二）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转让前出资比例 转让出资比例 转让后出资比例 

漆勇 73.8694% 48.3694% 25.50% 

赵越刚 13.0358% 8.5358% 4.50% 

金鼎投资 5.6600% 5.6600% 0% 

青松投资 3.7700% 3.7700% 0% 

松祥投资 1.8900% 1.8900% 0% 

王立新 1.7748% 1.7748% 0% 



股东名称/姓名 转让前出资比例 转让出资比例 转让后出资比例 

兔宝宝投资公司 0% 0% 70.00% 

合计 100% 70% 100% 

（三）标的公司（裕丰汉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 

财务指标（元） 2019年 6 月 30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583,518,094.95 519,800,655.33 

负债总额 370,130,558.71 296,527,242.57 

资产净额 213,387,536.24 223,273,412.76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83,493,052.16 577,296,830.79 

净利润 -9,885,876.52 48,496,755.87 

（四）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裕丰汉唐以 2019年 6月 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坤元评报〔2019〕479号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作为裕丰汉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裕丰汉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005,60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壹拾亿零伍佰陆拾万元

整），与账面价值 225,114,449.56元相比，评估增值 780,485,550.44元，增值率为 346.71%。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1  本次股权转让 

根据《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100,560万元。标的股权

（即标的公司 70%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70,392万元。 

在参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受让方同意以 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原股东持有的公司

70%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5,718.8740万元），具体如下： 

出让方名称/姓名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款（万元） 转让出资比例 

漆勇 3,951.6959  48,369.4366  48.3694% 

赵越刚 697.3581  8,535.7829  8.5358% 

金鼎投资 462.4100  5,659.9778  5.6600% 

青松投资 308.0000  3,769.9729  3.7700% 

松祥投资 154.4100  1,890.0049  1.8900% 

王立新 145.0000  1,774.8249  1.7748% 

合计 5,718.8740  70,000 70% 

1.2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以现方式支付。受让方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分四期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 

（1）第一期价款为总价款的 20%，即 14,000 万元，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但受让方在 2019年 11月 30日前有权根据自身资金计划决定付款时间。 

（2）第二期价款为总价款的 20%，即 14,000 万元，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的基础上，

在原股东依法自行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全部个人所得税申报及缴纳并取得完税证明后

的 5日内支付。 

（3）第三期价款为总价款的 40%，即 28,000 万元，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75

日内支付。受让方根据本款支付第三期价款前，标的股权应已完成交割且已经办理完成并购

贷款涉及的标的股权质押手续，否则受让方有权拒绝支付第三期价款。 

（4）第四期价款为总价款的 20%，即 14,000 万元，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3个

月内或第三期价款支付后 15日内（以孰后为准）支付。 

 1.3  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各治理股东（即漆勇、赵越刚）应在收到全部交易对价后的 12 个月内，按下列表格中

的金额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购买方式可为二级市场直接购买或大宗交易等方式： 

治理股东姓名 用于购买上市公司股票金额下限（万元） 

漆勇 27,086 

赵越刚 4,780 

合计 31,866 

为保证股票交易义务的履行，在受让方要求的情况下，治理股东应向受让方提供关于购

买和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证明。 

1.4  业绩承诺 

治理股东向受让方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7,000万元、10,500万元、14,000万元（即“业绩承诺目标”）。 

1.5  业绩认定 

治理股东（也称“补偿义务人”）有义务确保公司完成上述每一业绩承诺年度的业绩

承诺目标，公司在每一业绩承诺年度内的实际经营业绩应按照如下标准计算： 

（1）实际经营业绩为根据权责发生制的收入确认原则，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孰低数。 

（2）实际经营业绩应以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为准，经受让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报告应于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个月内出具。 

1.6  业绩补偿 

若公司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截至当年年末实现的累计净利润小于截至当年年末累计

承诺净利润的 90%，补偿义务人应在当年结束后就该累计未达成利润部分进行业绩补偿，若

大于等于 90%的，则当年暂不触发业绩补偿义务。若业绩补偿期间三个年度届满，实际实现

的累计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100%的，则补偿义务人应就该累计未达成净利润部

分进行业绩补偿。已履行的业绩补偿行为不可撤销。 

如果任何一年触发当年补偿义务的，补偿义务人应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具体金额计算

方法如下：当期现金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总额×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1.7  超额业绩奖励 

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内公司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之和超过承诺净利润总额，公司应

当将超过承诺净利润总额部分的 30%的金额，以现金方式奖励给届时仍于公司任职的管理层

和核心管理人员，管理层和核心管理人员名单及具体奖励方案由届时公司股东会批准确定。 

公司将在每一业绩承诺年度结束后按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30%-已计提超额业绩奖励（包括计提后已实际发放的超额业绩奖

励）”计提当年度应计提的超额业绩奖励（以下称“当年度应计提超额业绩奖励”），并按

照当年度应计提超额业绩奖励的 30%计算当年度实际发放的超额业绩奖励（以下称“当年度

实际发放超额业绩奖励”），并由年度股东会决定当年度实际发放超额业绩奖励的具体奖励

对象名单并在股东会召开后 2个月内完成奖励发放。若当年度应计提超额业绩奖励少于或等

于 0时，则公司无需计提当年度超额业绩奖励，且此前已计提但尚未实际发放的相应金额的

超额业绩奖励款项须优先作冲回处理，如果优先冲回的金额仍不足弥补的，由治理股东将已

实际发放的相应金额的超额业绩奖励款项补偿给公司。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若公司累计已计提超额业绩奖励未实际发放完毕的，由公司召开股

东会决定实际发放超额业绩奖励的具体奖励对象名单并在股东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奖励

发放。 

1.8  标的公司董事会 

裕丰汉唐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人组成。其中，受让方提名 3名董事，其余两名为漆勇

和赵越刚。董事长由漆勇担任，副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会成员由公司股东

会通过选举方式进行确认。治理股东及受让方承诺，将在相关股东会上就对方提名的董事投

同意票。 

1.9  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股权转让已向反垄断局申报经营者集中且反垄断局已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的决定或作出不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当前，我国房地产全装修比例不足 30%，毛坯房装修会带来较大的二次污染、资源浪费

和拆改造成的结构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为此，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房屋全装修政策，房

地产龙头企业、地方政府等极力响应，各地推出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和强制性要求，全装修将

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空间巨大。公司作为后房地产市场的家居装饰材料企业，需

积极面对市场需求变化，加强全装修工程业务领域的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裕丰汉唐的主营业务是为房地产全装修业务提供木作产品的设计、生产、安装、服务的

一站式专业解决方案，产品系列主要涵盖整体厨房、衣柜、卫浴柜、玄关柜、衣帽间等。裕

丰汉唐是目前国内房地产全装修工程业务领域的优秀企业，主要战略合作方为万科、融创、

泰禾、新城、龙湖等房地产龙头企业，是万科等房企的 A、B 级供应商。从房产公司角度出

发，有动力让一家公司全面完成装修类业务，尽可能减少项目的供应环节，裕丰汉唐依托其



在房地产全装修业务中多年的累积，在工程项目的生产管理、现场管理和安装服务方面均有

成熟的经验，后期可融合兔宝宝现有的环保高端基础板材及地板、木门等成品化产品，协同

进入全装修领域，大大增加其市场竞争力。其次裕丰汉唐在以前年度的房地产全装修业务中

积累了大量的终端客户信息，在不久的将来都将逐步进入拆改二次装修，其已有的客户信息

可以与兔宝宝的经销商零售体系形成闭环，形成由裕丰汉唐设计生产、兔宝宝产品升级及兔

宝宝终端销售的全方位服务，将双发优势发挥到极致。 

此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在现有零售渠道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全装修工程领域的业务

拓展能力，促进公司在家居装饰综合服务的全面布局，对公司的远期战略实现将产生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造成公司主营业务变化，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未来在其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运营管理风险、行业政

策风险、业务整合风险等不可预测的因素，公司将谨慎对待风险，并会采取措施积极防范并

化解各类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青岛裕丰汉唐木业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天健审〔2019〕8825号）； 

4、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9〕479号）。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9月 20日 


	1.1  本次股权转让
	根据《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为100,560万元。标的股权（即标的公司70%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70,392万元。
	在参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受让方同意以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原股东持有的公司70%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为5,718.8740万元），具体如下：

	1.2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以现方式支付。受让方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分四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3  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各治理股东（即漆勇、赵越刚）应在收到全部交易对价后的12个月内，按下列表格中的金额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购买方式可为二级市场直接购买或大宗交易等方式：
	为保证股票交易义务的履行，在受让方要求的情况下，治理股东应向受让方提供关于购买和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证明。

	1.4  业绩承诺
	治理股东向受让方承诺，标的公司在2019年、2020年、2021年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7,000万元、10,500万元、14,000万元（即“业绩承诺目标”）。

	1.5  业绩认定
	治理股东（也称“补偿义务人”）有义务确保公司完成上述每一业绩承诺年度的业绩承诺目标，公司在每一业绩承诺年度内的实际经营业绩应按照如下标准计算：
	（1）实际经营业绩为根据权责发生制的收入确认原则，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孰低数。
	（2）实际经营业绩应以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为准，经受让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报告应于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出具。

	1.6  业绩补偿
	1.7  超额业绩奖励
	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内公司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之和超过承诺净利润总额，公司应当将超过承诺净利润总额部分的30%的金额，以现金方式奖励给届时仍于公司任职的管理层和核心管理人员，管理层和核心管理人员名单及具体奖励方案由届时公司股东会批准确定。

	1.8  标的公司董事会
	裕丰汉唐设董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受让方提名3名董事，其余两名为漆勇和赵越刚。董事长由漆勇担任，副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会成员由公司股东会通过选举方式进行确认。治理股东及受让方承诺，将在相关股东会上就对方提名的董事投同意票。
	1.9  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股权转让已向反垄断局申报经营者集中且反垄断局已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或作出不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