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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19—066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组建华强电子网集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受益于国家持续的政策红利以及本土电子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子元器

件交易市场的总体规模在近十几年得到大幅增长。基于深耕电子行业的产业思维

和对相关业务的看好，结合公司自身的资源禀赋，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华强”或“公司”）自 2015 年开始实施战略转型，由为电子元器

件交易提供交互式的实体交易市场及线上供求信息发布等相关服务转为直接切

入电子元器件交易环节（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业务）。 

电子元器件的交易绝大部分为批量交易，批量交易具有大批量、长期、持续、

稳定、重复的特点，主要针对电子制造业量产环节的大批量预约采购需求，对供

应链的安全稳定性要求高，且往往需要资金、技术等综合服务，该等交易及相关

服务通常由专业的授权分销商提供。通过这几年对国内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行业

的整合，公司目前已进入国内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商第一梯队，电子元器件授权

分销业务已成为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并于 2018 年组建了华强半导体集团

（NeuSemi）对该部分业务进行进一步的持续深入整合。 

电子元器件的交易另一部分为长尾交易，主要针对电子制造业研发、试产、

量产、维修、库存等各环节的小批量、长尾现货采购需求，其具有和批量交易完

全不同的特点，例如难以提前预测、小批量、不稳定、多样化、分散、高频等，

更由于电子元器件品类型号极其繁杂，而长尾交易对效率及数据的及时性要求

高，管理难度大，必须要有高效专业的交易系统及大数据后台系统全程加持，该

等业务与授权分销业务在每一个业务环节上都不相同，因此必须要由专业的长尾

需求服务平台提供服务。同时，基于电子元器件长尾交易的前述特点及电子元器

件本身具有的品类型号繁杂、技术性强、专业门槛高、跨境交易频繁等特性，与

其他大宗商品、工业品等垂直领域的长尾需求服务平台相比，电子元器件长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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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服务平台需要更高效的 IT 系统支撑，更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更深厚的产业

链运营积累和更完善的全球购销渠道，这也对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平台的快

速做大提出了挑战。国内目前已经存在各种模式的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平

台，但总体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相关领域存在广阔的发展和整合空间。 

虽然电子元器件长尾交易的交易金额小于授权分销，但有着长期、广泛的客

户基础和需求的必然性，以及更高的毛利率。近年来，随着国内电子产业链上游

电子元器件设计、制造业以及下游终端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国产替代进

程的加快，加上 5G 时代的到来，上游设计和下游应用将出现新一轮创新浪潮，

新的创新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将不断涌现，国内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平台将

迎来新的发展机会。为顺应公司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长尾需求服务业务发展需

要，提升公司在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领域的竞争力，抢占市场发展先机，公

司拟组建华强电子网集团对公司已有的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业务进行整合，

以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捷扬讯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扬讯科”）自建

的高效智能交易系统为基础，结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电子网公司”）的网站系统、行业覆盖面和丰富的 B2B 平台运营

经验，打造国内最有特色的线上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长尾需求现货交易平台。 

公司本次组建华强电子网集团拟整合的两家子公司（捷扬讯科和电子网公

司）均已在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相关领域耕耘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业务、

客户、人才、渠道、品牌、交易数据等资源，拥有较强的系统、软件开发和服务

能力。其中，电子网公司打造了全国电子元器件领域知名的垂直 B2B 网站（华强

电子网+华强旗舰网），聚集了百万级中小注册用户及中小贸易商资源，数亿条

供求信息资源，拥有丰富的网站运营和为客户提供线上交易、营销推广、仓储物

流、软件等服务的经验；捷扬讯科自主研发了国内领先的高效智能交易系统，可

实现供需自动即时匹配，业务数据实时交互，为境内、境外客户提供快速的产品

规格库匹配、全球比价、库存查询、下单采购以及送货等一系列服务，经过十多

年的系统数据沉淀，已建立供应商、客户评价体系和物料数据库，并拥有较强的

大数据分析能力。华强电子网集团的组建，将有助于捷扬讯科和电子网公司进一

步发挥在业务、客户、人才、渠道、品牌、交易数据等方面的协同效应，促进公

司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长尾需求服务业务快速发展。华强电子网集团组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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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的业务版图分为如下三块，首先以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业务（华强半导

体集团）为主营业务，其次以线上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现货交易平台（华强电子

网集团）及电子元器件及电子终端产品实体交易市场（华强电子世界）为有益补

充，具体如下： 

 

一、华强电子网集团组建的具体方案（以股权出资方式增资） 

为加快公司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品的长尾需求现货服务平台的建设，公司拟

组建华强电子网集团作为相关业务的整合平台，具体方案为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电子网公司的100%股权作价41,690万元

对捷扬讯科增资，其中750.5146万元计入捷扬讯科的注册资本，40,939.4854万

元计入捷扬讯科的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捷扬讯科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

306.0646万元，捷扬讯科的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有限公司”（具

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电子网公司成为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2019年12月2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华强电子网

集团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

华强半导体集团 华强电子网集团 华强电子世界 

从事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业务，业务性质为线下批

发，业务范围包括作为上游

电子元器件原厂的授权代

理商为下游电子终端产品

制造商提供电子元器件批

量采购服务及产品技术等

增值服务，客户主要是大型

电子终端产品制造商，解决

的是量产阶段的大批量预

约采购需求 

从事线上电子元器件长尾需

求现货交易服务业务，业务

性质为线上零售和互联网信

息服务，业务范围包括通过

线上平台提供无需授权的拆

包零售（含自营和非自营）、

信息发布、营销推广、行业

咨询等线上服务，客户主要

是各类电子终端产品制造商

和研发工程师，解决的是小

批量、长尾现货采购需求 

从事电子元器件及电子终端

产品实体交易市场业务，业

务性质为市场租赁和管理，

业务范围包括提供交互式的

市场空间及相关交易服务

（不直接进行交易），客户

包括全国及境外的电子元器

件及电子终端产品的生产

商、销售商、采购方等，解

决的是上下游企业对实体交

易（展示）场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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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本次增资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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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华强电子网集团组建完成后，其股权架构如下： 

 

 

 

 

 

 

 

 

 

二、华强电子网集团拟整合的企业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捷扬讯科电子有限公司 

捷扬讯科是国内优秀和极具特色的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商，深耕于电子

元器件长尾需求市场，拥有国内领先的自主研发的高效智能交易系统，可提供快

速的产品规格库匹配、全球比价、库存查询、下单采购以及送货等一系列服务，

及时准确地满足客户的现货、急货、缺货的长尾需求。其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深圳市捷扬讯科电子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泰然大厦 B 栋 12 楼 1201、1202、

1203 室 

3、成立时间：2003 年 2月 18 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的设计与购销、经济信息咨询，软件开发及技术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库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国内贸易，经营

进出口业务 

5、法定代表人：郑毅 

6、注册资本：555.55 万元人民币 

7、与公司关系：捷扬讯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7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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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前，捷扬讯科股权结构图如下：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1,981,538.12      200,533,130.86  

负债总额      59,419,936.96       81,444,584.50  

净资产      82,561,601.16      119,088,546.36  

  2019 年 1 月至 9 月（经审计）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878,870.04     609,175,440.60  

利润总额          2,960,108.84      40,269,531.84  

净利润          2,843,794.06      34,924,131.47  

9、捷扬讯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二）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 

电子网公司打造了全国电子元器件领域知名的垂直 B2B 网站，为全球电子元

器件采购商、供应商、贸易商、制造商等提供供求信息发布、在线交易、物流配

送、行业咨询、金融供应链服务等全程电子商务服务，其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强路口电脑车间 2号楼 7楼 701 室 

3、成立时间：2008 年 2月 25 日 

4、主营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互联网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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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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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广告业务；自有物业租赁。（法律法规、

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国内货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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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5、法定代表人：郑毅 

6、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7、与公司关系：电子网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7,495,293.89 225,378,327.98 

负债总额 152,141,485.26 53,308,440.34 

净资产 95,353,808.63 172,069,887.64 

  2019 年 1 月至 9 月（经审计）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957,662.27          115,304,170.10  

利润总额 26,857,122.91 22,699,854.17 

净利润 23,216,039.53 21,356,866.24 

9、电子网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本次增资的定价依据 

以 2019 年 9月 30 日为基准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捷扬讯科和电子网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了评估，并对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

为评估结论。经捷扬讯科的各股东与电子网公司的股东协商，本次增资以前述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一）捷扬讯科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情况 

1、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捷扬讯科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

人民币 9,122.83 万元。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母公司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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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2、用收益法评估的捷扬讯科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

币 30,860 万元。 

3、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所得评估结果的差异及其原因和评估结论的确定：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

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

准，且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但不能完全体现各

个单项资产组合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

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企业拥有的服务平台、营销能力、管理

团队、研发能力等人力资源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

映。 

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

能力。这种获利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包括

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捷扬讯科专注于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收益法评估结果不仅与捷扬讯科账面

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亦能反映捷扬讯科所具备的资源优势、品牌客户优势、营

销网络、行业运营经验及人力资源等会计报表以外其他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价值

贡献，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捷扬讯科的价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估值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捷扬讯科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306.15 7,391.23 85.08 1.16 

非流动资产 500.91 5,888.59 5,387.68 1,075.58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411.40 5,248.15 4,836.75 1,175.68 

固定资产 41.17 43.55 2.38 5.78 

无形资产 - 550.00 550.0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33 46.88 -1.45 -3.00 

资产总计 7,807.07 13,279.82 5,472.75 70.10 

流动负债 4,156.99 4,156.99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4,156.99 4,156.99 - - 

净 资 产 3,650.08 9,122.83 5,472.75 1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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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30,860 万元人民币。 

（二）电子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情况 

1、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电子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为人民币 20,176.07 万元。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母公司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0,874.99 20,880.29 5.30 0.03 

非流动资产 4,054.17 14,045.27 9,991.10 246.44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 34.55 -15.45 -30.90 

长期股权投资 3,075.49 7,915.17 4,839.68 157.36 

固定资产 291.81 262.67 -29.14 -9.99 

无形资产 385.85 5,581.85 5,196.00 1,346.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75 100.75 - - 

资产总计 24,929.16 34,925.56 9,996.40 40.10 

流动负债 14,668.60 14,668.60 - - 

非流动负债 539.25 80.89 -458.36 -85.00 

负债总计 15,207.85 14,749.49 -458.36 -3.01 

净资产 9,721.31 20,176.07 10,454.76 107.54 

2、用收益法评估的电子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 41,690 万元。 

3、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所得评估结果的差异及其原因和评估结论的确定： 

电子网公司是专注于电子产业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以及产业研究和咨

询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资产基础法相比，收益法是从未来获利能力角度

出发，能反映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收益法评估结果不仅能与电子网公

司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亦能反映电子网公司所具备的资源优势、技术能力、

营销网络、行业运营经验及人力资源等会计报表以外其他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价

值贡献，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电子网公司的价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估值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电子网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41,690 万元人民币。 

四、股权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合之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谢智全和捷扬讯科就本次增资于 2019 年 12月 2 日签署了《股权出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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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 

1、本次增资基本情况：各方同意扬讯科增加注册资本 750.5146 万元，增加

的注册资本均由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并以股权出资，原股东同意

放弃优先认缴权。具体情况为：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电子网

公司的 100%股权作价 41,690 万元对捷扬讯科增资，其中 750.5146 万元计入捷

扬讯科的注册资本，40,939.4854 万元计入捷扬讯科的资本公积金。 

2、捷扬讯科名称变更：各方同意，在本次增资完成后，将捷扬讯科的公司

名称变更为“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

准）。 

3、工商登记：《股权出资协议》签署并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当通

力协作，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4、过渡期安排：在过渡期（指评估基准日至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日之间的期间）内，捷扬讯科的期间收益由本次增资完成后新老股东按所持捷扬

讯科的股权比例享有，捷扬讯科发生的期间亏损由原股东按照本次增资前其持有

捷扬讯科的股权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捷扬讯科全额缴足。 

5、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生效：（1）深圳华强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其董事会对本次增资

的批准；（2）捷扬讯科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其股东会对本次增

资的批准。 

五、组建华强电子网集团的目的和规划 

公司于 2015 年开始通过收购行业内优质公司布局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和长

尾需求服务行业，其中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已于 2018

年组建华强半导体集团（NeuSemi）对该部分业务进行整合，随着华强半导体集

团（NeuSemi）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公司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的产业版图将

继续扩充。针对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业务，公司则在 2015 年通过收购捷扬

讯科进行了前瞻布局，其目的在于适时将其业务和系统优势与公司的电子元器件

线上 B2B 平台进行整合，建设国内最有特色的线上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长尾需

求现货交易平台，作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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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电子网集团组建后，将加快捷扬讯科内部智能交易系统的技术开发和改

造，使其能够高效对接电子网公司的网站系统和线上业务，通过结合捷扬讯科和

电子网公司各自在系统、品牌、采购渠道、客户、交易大数据等方面的优势，形

成 1+1＞2 的合力，将捷扬讯科的长尾需求现货交易业务和电子网公司的线上电

子元器件 B2B 平台整合打造为具备强大的系统支撑，丰富的现货支持，广泛的客

户资源和全方位的增值服务的有品牌影响力的线上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品的长

尾需求现货服务平台。该平台将以 IT 作为核心能力，充分拥抱互联网，聚焦于

大数据在电子元器件的交易等垂直行业的应用，专注于服务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

品长尾需求，运营模式将包括： 

1、线上自营零售：针对电子制造业采购中研发、试产、量产、维修、库存

等各环节的小批量、长尾现货采购需求，利用科学的信息化业务流程控制和强大

的数据库分析、挖掘、决策能力进行订单、账期和库存管理，通过线上交易平台

的方式，实现高响应速度、高效率的电子元器件及相关产品的现货的拆包零售。 

2、线上非自营零售：引进第三方代理商和上游原厂在华强电子网集团的线

上交易平台开店，对自营零售 SKU 进行有效补充，从而实现客户的一站式采购。 

3、线上信息发布：利用华强电子网在业内最广泛的覆盖面、会员数、浏览

量，进行电子行业权威、专业、前瞻的交易和非交易信息发布，从而对线上交易

平台进行有效导流，并提升线上交易平台的整体价值。 

华强电子网集团的组建，将推动公司已稳健运营多年的线上电子元器件 B2B

业务与电子元器件长尾需求服务业务充分融合，提升公司在国内电子元器件及相

关产品长尾现货交易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公司覆盖国内电子产业链上的不同采

购需求、交易场景和产业链环节，进一步提升公司为国内电子产业链上下游提供

差异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六、风险提示 

受宏观经济环境、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波动的影响，华强电子网集团在后续

经营中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对华强电子网集团后续的整合也存在

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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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出资协议； 

2、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