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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参股子公司股权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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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0年3月4日，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精

测电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参股子公司股权对外

投资的议案》，根据当前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公司拟

与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激智科技”）共同以持有参股子公司

合肥视涯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涯显示”）股权对合肥视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视涯技术”）进行增资。 

公司以持有视涯显示21.401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16,000万元对视涯技术进

行增资，其中人民币745.0573万元的投资款计入视涯技术的注册资本，剩余投资

款计入视涯技术的资本公积。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视涯技术10.7148%

的股权，视涯技术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视涯显示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以参股子公司股权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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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其他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99507506N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住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晶源路9号 

法定代表人：张彦 

注册资本：15520.0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03月09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光学薄膜、高分子复合材料、功能膜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的研发、制造及批发、零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2）股权结构：激智科技为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566），股权结构

详见激智科技已披露的定期报告。 

三、拟用于增资的股权资产的基本情况 

合肥视涯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P1LE808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通淮中路99号 

法定代表人：TIEER GU 

注册资本：74,76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9日 

营业期限：三十年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领域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业务（除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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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视涯技术 55,763.00 74.5863% 

2 精测电子 16,000.00 21.4010% 

3 激智科技 3,000.00 4.0127%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74,763.00 100.0000% 

（3）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视涯显示最近一期经审计（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817,425,961.74

元、负债总额为76,540,174.18元、净资产为740,885,787.56元、营业收入为

235,849.00元、净利润为-4,196,251.02元。 

四、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合肥视涯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HFW7W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999号A5-103室 

法定代表人：TIEER GU 

注册资本：6068.771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3日 

营业期限：三十年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电子产品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2）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

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

元) 

持股比

例 

1 

厦门晟山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00.00 24.72% 1,500.00 21.57% 

2 

合肥新沣河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77.8877 16.11% 977.8877 14.06% 

3 
武汉精测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 — 745.0573 10.71% 

4 
光驰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643.4208 10.60% 643.4208 9.25% 

5 嘉兴联一贰号投 641.2947 10.57% 641.2947 9.22%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

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

元) 

持股比

例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 
厦门稷山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 8.24% 500 7.19% 

7 

宁波宇微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390.4965 6.43% 390.4965 5.62% 

8 

上海凯山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326.634 5.38% 326.634 4.70% 

9 贺昭菊 299.97 4.94% 299.97 4.31% 

10 

厦门盛芯材料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33.1586 3.84% 233.1586 3.35% 

11 
合肥市新站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232.8304 3.84% 232.8304 3.35% 

12 
宁波激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 139.6983 2.01% 

13 顾浩 133.12 2.19% 133.12 1.91% 

14 李冬梅 88.88 1.46% 88.88 1.28% 

15 
合肥新沛河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3.3065 0.71% 43.3065 0.62% 

16 李莉 28.886 0.48% 28.886 0.42% 

17 边贺 28.886 0.48% 28.886 0.42% 

合计 6,068.7712 100.00% 6,953.5268 100.00% 

注：上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18 年 

（经审计） 
95,106,502.75 42,166,673.34 74,263,503.02 -15,080,473.43 

2019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65,059,530.30 32,764,888.75 938,078.22 -21,901,784.59 

（4）视涯技术其他股东均已同意放弃就新增出资额行使优先认购权或其他

类似权利。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各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股权出资对价 

1.1各新股东以其持有的目标股权，合计作价人民币19,000.0000万元（以下

简称“投资款”）作为认缴新增出资额的对价，其中： 

(1)精测电子持有视涯显示21.401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16,000.0000万元，

其中，人民币745.0573万元的投资款应计入视涯技术的注册资本，剩余投资款应

计入视涯技术的资本公积；及  

(2)激智科技持有视涯显示4.0127%的股权，作价人民币3,000.0000万元，其

中，人民币139.6983万元的投资款应计入视涯技术的注册资本，剩余投资款应计

入视涯技术的资本公积。 

1.2视涯技术的其他股东，即厦门晟山、厦门稷山、凯山投资、贺昭菊、顾

浩、李冬梅、李莉和边贺、宇微投资、光驰科技、厦门盛芯、联新资本、合肥新

沛河、合肥新沣河和新站产投均已同意放弃就新增出资额行使优先认购权或其他

类似权利（如适用）。 

第二条 款项支付 

2.1各方确认，自目标股权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即新股东按照本协议规

定登记为视涯技术的股东，且视涯技术按照本协议规定登记为目标股权的所有权

人之日起，各新股东视为完成对视涯技术新增出资额的实缴出资义务。 

第三条 违约责任 

3.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声明和保证，或其作出的声明和

保证存在任何虚假、错误或重大遗漏之处，均应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

偿因其违约对守约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律师费及诉讼费



用），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四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4.1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效力及其项下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适用

并遵守中国法律。 

4.2任何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如果

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就争议开始进行协商后三十（30）日内争议未

能得到解决，则争议应在视涯技术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4.3在协商和诉讼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不中断地执行本协议。 

第五条 其他 

5.1未经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义务。 

5.2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且经精测电子董事会、激智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5.3本协议不可被修订或修改，除非通过各方签署的书面文书。 

5.4本协议应对本协议各方及其各自的继任者和经许可的受让人具有约束

力，并仅为上述主体的利益而订立。 

六、交易的定价方式及依据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

第1719号），截至2019年6月30日，视涯显示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为76,238.20万元。精测电子持有的视涯显示21.4010%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16,315.74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16,000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协商一致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对外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参股子公司股权对外投资事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在新型显

示技术领域的整体布局结构，充分整合各投资方的资源、技术、市场等多方优势，

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完善公司在显示行业全产业链的业务布局，促进公司

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次投资符合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战略需

求，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公司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谋求未来发展需要所做出的慎重决

策，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但仍存在一定的经营和管理风险，同时如果视

涯技术未来发展不达预期，公司可能面临按比例承担经营损失或产生一定的资产

减值风险。对此，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积极防范，控制风险，

促进参股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八、备案文件 

1、《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股权出资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