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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0-001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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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精密”、“上市公司”或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苏州东山精

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2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内容中出现的简称均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中的简称具有相

同含义。 

现将落实情况回复说明如下：

1、公告显示，2018年 7月 12日、2018 年 8 月 10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袁永刚、袁永峰签署了《大尺寸显示业务相关资产转让的意向性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当时的交易安排，公司将集团内待出售的大尺寸显示业

务相关资产整合至深圳东山，然后将所持深圳东山 100%股权转让给袁永刚、袁

永峰共同控制的东扬投资。整合至深圳东山的大尺寸显示业务相关资产包括债权

原值 7.37亿元，固定资产和存货账面价值合计 3.16亿元，转让价款合计 11.03

亿元。深圳东山 100%股权作价 5,405.91万元。截至公告披露日，东扬投资关于

深圳东山 100%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关于大尺寸显示业务相关资产转让款，

深圳东山已支付 33,110.00 万元，东莞东山尚应收深圳东山资产转让价款本金

77,189.32万元及相应利息。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关联交易对价以东莞东山持

有的对深圳东山资产转让相关债权支付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深圳东山的现金

流及盈利能力补充说明其是否具备《大尺寸显示业务相关资产转让的意向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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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转让价款的支付能力，你公司是否配合深圳东山完成对你公司相关款项支付

义务，是否存在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回复】 

一、本次关联交易对价以东莞东山持有的对深圳东山资产转让相关债权支

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 

宁波益穆盛主要对外投资为通过合肥裕芯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安世集

团 2.38%股权，安世集团为整合器件制造企业（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

即 IDM），产品线主要分为双极性晶体管和二极管、逻辑及 ESD保护器件和 MOSFET

器件，其分立器件、逻辑器件、MOSFET 器件的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均位于行业

前列，并在技术能力、客户、盈利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发展状况较

好。 

公司定位于核心器件供应商，为消费电子、电信、工业、汽车、AI 等行业

客户提供智能互联解决方案；安世集团为世界一流的半导体标准器件供应商，处

于公司产业链上游；公司实际控制人投资宁波益穆盛，主要目的亦是为公司布局

半导体业务。公司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整合了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宁波益穆盛份额，

从而投资安世集团，符合公司的战略方向。 

（二）深圳东山整体经营状况不佳，资产转让价款的支付需要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支持 

深圳东山自受让大尺寸显示业务相关资产后，积极履行支付义务，已根据协

议约定在 2019年 3月 17日前累计支付大尺寸资产转让价款 33,110.00万元，超

过资产转让价款的 30%，付款进度与协议相符。但大尺寸显示业务竞争激烈，深

圳东山整体经营状况不佳，最近一年及一期，深圳东山现金流及盈利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2019年9月30日/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16,789,240.71 192,572,552.54 

净利润 -96,199.55 -29,456,05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843.44 6,069,744.57 

2019 年 6 月，袁永刚与深圳东山签署协议，将其持有的宁波益穆盛合伙份

额转让给深圳东山，亦是为进一步提高深圳东山的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提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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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东山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能力。 

（三）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公司与关联方间的关联往来，增强公司独立性，

提升了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对价主要为东莞东山应收深圳东山资产转让相关债权，通过本次交

易，深圳东山对东莞东山的资产转让相关债务全部履行完毕，有利于减少公司与

关联方间的关联往来，增强公司独立性，提升了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维护上市

公司利益。 

二、公司不存在配合深圳东山完成对公司相关款项支付义务，不存在向关

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永刚先行投资宁波益穆盛主要目的为服

务于上市公司的战略布局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永刚于 2017 年 1 月投资宁波益穆盛，宁波益

穆盛为建广资产管理的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合肥裕芯，而合肥裕芯为持有安世

集团资产的境内运营实体。公司致力于成为智能互联领域核心器件供应商，而安

世集团为世界一流的半导体标准器件供应商，处于公司产业链上游，与公司具有

产业协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永刚投资宁波益穆盛主要目的为服务于

公司战略布局，公司本次收购宁波益穆盛合伙份额，亦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 

（二）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本次交易价格以估值报告为基础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预估值为 80,500.00

万元。2020 年 1 月 3 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金证通资产

评估房地产股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证”）为本次交易出具了金证通估

报字[2020]第 001号估值报告，根据估值报告，截至 2019年 9 月 30日，宁波益

穆盛 99.9944%出资份额估值 80,753.38万元，与预估值相近。 

此外，根据闻泰科技（600745.SH）2019 年 6 月公告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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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修订稿）》，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9]第 168 号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安世集团 100%股东权益价值 3,380,000

万元。以安世集团整体估值按出资比例简单推算，宁波益穆盛 99.9944%出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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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对应价值约为 80,447.22万元，亦与预估值相近。 

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袁永刚、袁永峰在审议该议案的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

同意意见。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金证已为本次交易出具了金证

通估报字[2020]第 001号估值报告，公司将在协商确定交易对价后再次提交董事

会审议本次交易，并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苏州

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7），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此，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次交易不存在配合深圳东山完成相关款项支付义务及向关联方利益

输送的情形。 

 

2、公告显示，袁永刚将其持有的益穆盛 99.9944%的合伙份额转让给深圳东

山，深圳东山即成为宁波益穆盛有限合伙人。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或估值报告为

基础协商确定，交易标的预估值为 80,500.00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益穆盛所持有

资产的核心竞争力、前次股权转让估值等情况，补充说明本次评估值的合理性。 

【回复】 

本次交易标的预估值 80,500.00万元，预估值具有合理性，分析如下： 

一、估值/评估报告结论与预估值相近 

2020 年 1 月 3 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金证

为本次交易出具了金证通估报字[2020]第 001 号估值报告，根据估值报告，截至

2019年 9 月 30日，宁波益穆盛 99.9944%的出资份额估值 80,753.38万元，与预

估值接近。 

此外，根据闻泰科技（600745.SH）2019 年 6 月公告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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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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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修订稿）》，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9]第 168 号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安世集团 100%股东权益价值 3,380,000

万元。以安世集团整体估值推算，宁波益穆盛 99.9944%出资份额对应价值约为

80,447.22万元，亦与预估值相近。 

二、益穆盛所持有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较强 

宁波益穆盛主要对外投资为其持有的合肥裕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肥裕芯”）3.04%股权，合肥裕芯持有裕成控股有限公司 78.39%股权，后者持有

Nexperia Holding B.V（以下简称“安世集团”）100%股权。安世集团是恩智浦

半导体（NXP Semiconductors）剥离的 Standard Products业务，2019年 10月，

闻泰科技（600745.SH）完成对安世集团的控股权收购。宁波益穆盛通过合肥裕

芯间接持有的安世集团 2.38%股权。 

安世集团为整合器件制造企业（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即 IDM），

产品线主要包括双极性晶体管和二极管、逻辑及 ESD 保护器件和 MOSFET 器件等

功率半导体器件，可以应用于汽车、移动和可穿戴设备、工业、通信基础设施、

消费电子和计算机等领域。其中，安世集团的分立器件、逻辑器件、MOSFET 器

件等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均位于行业前列，并在技术能力、客户、盈利能力等方

面发展状况较好。 

根据闻泰科技（600745.SH）2019年 6月公告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毕马

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3 月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900548 号审计报

告。2017年度、2018年度，安世集团营业收入分别为 94.43亿元、104.31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8.19亿元、13.40亿元，盈利能力较好。 

三、安世集团主营业务所属的功率半导体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一）功率半导体应用广泛 

功率半导体是依托电力电子技术、以功率处理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主要用

于电力设备的电能变换和电路控制，是进行电能（功率）处理的核心器件。功率

器件的下游应用领域包括工业应用、汽车、消费电子、无线通讯等。 

根据长城证券研究所 2019年 11月出具的研究报告《全球 ODM行业龙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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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安世进军功率半导体》的数据，2018 年全球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为 391 亿美

元，预计至 2021年，市场规模将增至 441亿美元年复合增速为 4.1%。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的功率半导体市场，2018年市场规模为 138亿美元，预计 2021年市场

规模可以达到 159亿美元，年复合增速为 4.8%。 

（二）工业自动化促进功率半导体需求增长 

工业领域是功率半导体的支柱领域，拥有巨大的功率半导体市场。根据国元

证券研究所 2019 年 6 月出具的研究报告《半导体产业系列研究：长风破浪，功

率半导体国产化之路稳中求进》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工业功率半导体市场

规模为 98亿美元，将在 2020年达到 125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8%左右。 

随着中国制造升级以及美国制造业振兴计划的出台，工业发展的核心是高度

自动化以及智能化，而功率半导体是工业实现自动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

工业自动化提升将扩大功率半导体的市场。 

（三）汽车电子行业对功率半导体需求不断上升 

汽车电子产品应用主要集中于动力系统、底盘系统、车身系统、驾驶信息系

统、安全系统和保全系统等。功率半导体作为汽车电子的核心零部件，作用于汽

车引擎的压力传感器、驱动系统中的转向、变速、制动、车灯、仪表盘等仪器的

运作控制。 

近几年，汽车的电子化水平日益提高，2018 年中国汽车电子市场规模为

6,073 亿元，预计 2022 年可达到 9,783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66%。随着

传感器技术应用的增加和互联网对汽车的逐步渗透，汽车的电子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汽车电子占整车成本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未来，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将带

动车用功率半导体的发展。 

四、前次股权转让估值与本次交易估值差异具有合理性 

2019 年 6 月，袁永刚与深圳东山签署了《合伙权益转让协议》，袁永刚将

其持有的宁波益穆盛 99.9944%份额转让给深圳东山，交易对价 65,000.00万元；

2020 年 1 月，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金证为本次交

易出具了金证通估报字[2020]第 001 号估值报告，根据估值报告，宁波益穆盛

99.9944%的出资份额估值 80,753.38万元。 

前次股权转让与本次交易间隔超过 6个月，估值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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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下： 

（一）半导体行业持续回暖，市场前景看好 

2019 年下半年以来，受惠于中美贸易战的缓和、消费者信心的改善、5G 的

快速推进，以及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为代表的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半导体产业持续回暖，市场前景看好。根据国金证券研究

所 2019年 12月出具的研究报告《半导体行业研究：2020-2021年投资展望，从

应用到行业的全面复苏》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为 4,102 亿

美元，预计到 2025年将增长至 6,37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8%。 

（二）半导体国产进口加速为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契机，半导体企业估

值水平持续提升 

以中兴通讯、华为事件为代表的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

的短板。美国限制对国内科技龙头的核心零部件出口，直接导致国内科技企业受

到较大冲击，凸显了自主发展的重要性。2019 年以来，半导体作为重点发展领

域，进口替代趋势进一步加快，为我国半导体产业带来发展契机，半导体企业估

值水平持续提升。 

（三）2019 年下半年，闻泰科技收购安世集团后，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

有望进一步提升安世集团竞争力 

闻泰科技于 2019年 10月完成对安世集团的控股权收购。闻泰科技与安世集

团处于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具有协同效应空间。借助上市公司平台资源，安世集

团在中国市场业务的开展和落地有望加速，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3、公告显示，本次交易需经宁波益穆盛的普通合伙人同意。请你公司补充

说明与宁波益穆盛的普通合伙人的沟通情况，是否存在因其不同意导致本次交易

无法进行的风险。 

【回复】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书》，本次交易需取得宁波益穆盛的普通合伙人建广资

产、中益基金同意。目前，公司已取得中益基金同意本次交易的确认函，正与建

广资产积极沟通中，尚需一定时间，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已在《苏州

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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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7）对本次交易需经宁波益穆盛的普通合伙人同意进行了特别提示。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说明事项。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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