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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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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歌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马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路加精工有限公司拟与关联方青岛北航智能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岛北航研究院”）、青岛歌尔长光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长光研究

院”）及北京古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古点科技”）共同投资 1,000 万元

设立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具体持股

及出资情况请参照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青岛北航研究院及青岛长光研究院分别为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歌尔集团”）具有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北京古点科技为歌尔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况，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7名董事中共

有 4名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公司董事长姜滨先生为歌尔集团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姜龙先生为歌尔集团董事、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段会禄先生为歌

尔集团董事，属于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投票结果为 4 票赞成，



0 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 85%股权，青岛

虚拟现实研究院将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青岛北航智能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69号 1号楼 A区 211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设立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法定代表人：胡海波 

主营业务：虚拟现实软件、精密仪器、光学软件、影像技术、无人机（不含通

用航空器）、新材料、电子技术、工业机器人、数码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技

术转让与推广、技术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设计、研发、

制造、销售、安装（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机械设备租赁，组织、策划文化学

术交流活动，广告策划、设计制作、宣传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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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北航先进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北航研究院

40%股权，歌尔集团持有 40%股权，胡海波持有 20%股权。 

青岛北航研究院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2,937.00 1,761.15 

负债总额 3,644.18 1,499.50 

净资产 -707.18 261.65 

 2017年 2018年 1-9月 

营业收入 18.33 33.00 



营业利润 -264.64 -57.22 

净利润 -264.64 -57.22 

注：2018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方名称：青岛歌尔长光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号 3号楼 402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设立时间：2017年 2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胡海波 

主营业务：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影像技术、无人机、新材料、电子技术、工

业机器人、数码产品、软件技术研发、技术检测、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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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长春长光精密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青岛长光研究院 40%股

权，歌尔集团持有 40%股权，胡海波持有 20%股权。 

青岛长光研究院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578.74 560.41 

负债总额 0.50 1.80 

净资产 578.23 558.61 

 2017年 2018年 1-9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21.75 -19.60 

净利润 -21.77 -19.62 

 注：2018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方名称：北京古点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号致真大厦 D座 1902室 

法定代表人：姜迅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01日 

主营业务：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产品设计；

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歌尔集团间接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北京古点科技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280.73 443.66 

负债总额 523.18 1,905.10 

净资产 -242.45 -1,461.45 

 2017年 2018年 1-9月 

营业收入 49.05 1.42 

营业利润 -263.75 -1,224.04 

净利润 -263.75 -1,223.99 

     注：2018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4、非关联投资方名称：歌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投资服务中心 308室 

注册资本：15,000万元整 

设立时间：2014年 8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姜龙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销售：半导体类微机电产品、工业自动化生产设备、

计算机周边产品软硬件（不在此地制造），与半导体类微机电产品、工业自动化

生产设备、计算机周边产品软硬件的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法规禁止类项目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类项目取得许可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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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100%股权。 

5、非关联投资方名称：深圳市马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路南岗第一工业园 9栋厂房 1-4楼 

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设立时间：2010年 11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陈海清 

主营业务：光伏太阳能生产设备、LED封装设备、激光加工设备、3D打印设备、

电气产品、机电产品、永磁同步电机及控制设备、自动化机械设备的开发、销

售；上述产品相关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咨询；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

业务；房屋租赁（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

禁止的项目）。光伏太阳能生产设备、LED封装设备、激光加工设备、3D 打印设

备、电气产品、机电产品、永磁同步电机及控制设备、自动化机械设备的生产。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100%股权。 

6、非关联投资方名称：潍坊路加精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潍坊高新区玉清东街 13426 号研发车间 1号楼 

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设立时间：2010年 12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冯蓬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各类自动化设备及相关的软件开发、销售及技

术服务；国家允许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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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100%股权。 

（二）青岛北航研究院、青岛长光研究院为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重大影响

的联营企业；北京古点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不涉及

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名称：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69 号 108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龙 

主营业务：从事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领域内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及生产和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数据

处理、人工智能、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及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网络系统工程设计及安装，机电设备

集成安装（不含特种设备）；展厅展馆设计与工程实施、展览展示服务、装饰设

计与工程施工；文化交流、技术交流、会议服务；数字内容创新、多媒体设计

服务；数字动漫制作；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培训服务（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类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类项目待取得许可后经营）。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出资方 
拟以 

现金出资 

占注册资本比

例 

歌尔科技有限公司 510万元 51%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40万元 24% 



深圳市马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万元 5% 

潍坊路加精工有限公司 50万元 5% 

青岛北航智能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50万元 5% 

青岛歌尔长光研究院有限公司 50万元 5% 

北京古点科技有限公司 50万元 5% 

2、本次交易完成后，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将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拟出资额、出资方式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各方拟出资额及出资方式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章节中表格所示； 

交易各方应当在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缴清出资额，

其中一期出资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各方应缴金额不得低于各自出资额

的 20％。 

2、公司经营及公司治理 

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的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董事会，董事会

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委派 2名，董事长由公司子公司委派。董事长、

董事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 

3、利益分配及风险承担 

投资各方同意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按认缴的出资比例分担风险。 

4、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青岛虚拟现实

研究院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六、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贯彻实施《中国制造 2025》及《中国制造 2025山东省行动纲要》，根据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及《关于开展山东省制造业

创新中心建设试点通知》的要求，同时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

上述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 

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变化，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七、2018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8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其

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并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拟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

影响，有利于公司业务拓展，持续为股东创造效益。此项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

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拓展公司虚拟现实业务；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姜滨先生、

姜龙先生及段会禄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相关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九、相关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合资协议》。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