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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派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偿债方案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远见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见精密”）

对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黄狗环科”）的 367,558,356.79 元

普通债权能否按《关于广东远见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债权实现的协议》（以下简

称“本协议”或“债权实现协议”）的约定如期实现普通债权的清偿尚存在不

确定性，并且最终小黄狗环科本次破产重整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亦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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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派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20 年 2月 19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偿债方案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对于小黄狗环科欠公司全资子公司远见精密普通债权

367,558,356.79元（其中，债权本金 353,607,239.25元，债权利息 13,951,117.54

元）同意按《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提

出的普通债权清偿方案之现金清偿方式处理，即：普通债权 50 万元以下部分（含

本数）100%现金清偿，清偿时间与普通债权超过 50 万元的债权部分一致；普通

债权超过 50 万元（不含本数）的部分按 30%的比例清偿，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

裁定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一次性现金清偿，未获清偿的部分不再清偿。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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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确定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偿

债方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基于小黄狗环科目前正处于竭力走出困境之际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对资金

的需求，小黄狗环科预计无法在破产重整执行期内按照上述清偿方案清偿上述债

权，因此，小黄狗环科于 2020 年 6月 22日发来《关于广东远见精密五金有限公

司债权清偿的商洽函》（以下简称“商洽函”），向公司提出拟以现金清偿和债

转股相结合的方式清偿上述普通债权。当日，小黄狗环科向小黄狗环科破产重整

管理人提交《商洽函》，小黄狗环科破产重整管理人于 2020 年 6月 23日向小黄

狗环科发出《关于广东远见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变更清偿方式的回函》，认为小黄

狗环科与远见精密达成的债权清偿协议在现金清偿比例、债权转股的方式上与

《重整计划》规定一致，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小黄狗环科与远见精密可以

按照达成的清偿协议进行清偿。如公司同意变更债权清偿方案并且最终获得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远见精密将于债转股手续办理完成后直接持有部分小黄狗环科股

权，成为其持股 5%以下的股东。 

公司基于小黄狗环科的现状，为了加快回笼资金，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并结合我国当前垃圾分类的发展机遇，更好地抓住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

历史性机遇，公司董事会拟同意小黄狗环科以现金清偿和债转股相结合的方式清

偿上述普通债权。2020 年 6月 23 日，远见精密与小黄狗环科签署《关于广东远

见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债权实现的协议》，拟对上述普通债权清偿方案进行变更，

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对上述普通债权以部分现金清偿和部分债转股的方式进

行清偿。变更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0年 6月 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偿债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远见精密与公司关联法人小黄狗环科签署《关于广东远见精密五金

有限公司债权实现的协议》，双方同意按现金清偿和债转股相结合的方式清偿上

述普通债权，具体方案如下： 

（一）债权清偿方案 

1、普通债权中 5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普通



债权中超过 50万元的部分中的 265,000,000.00元债权按 30%的比例以现金方式

清偿。远见精密可得清偿现金合计为 80,000,000.00 元（即 500,000.00 元

+265,000,000.00 元×30%）。 

2、普通债权中剩余 102,058,356.79 元债权以债转股方式清偿，具体为每

25 元债权转增为小黄狗环科 1 元注册资本，共计新增小黄狗环科注册资本

4,082,334.27 元，转股后远见精密的具体持股比例则按重整计划载明的方式确

定。 

（二）清偿期限 

1、小黄狗环科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内，向远见精密一次性支付人民

币 8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2、小黄狗环科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内配合远见精密完成股权确认及

办理小黄狗环科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注：本协议所述“执行期限/清偿期限”包含经法院裁定批准的破产重整延

迟期限（如有）。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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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就

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唐军、派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硕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须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清偿方案变更前后差异对比 

变更前： 

现金清偿总额：500,000.00 元+（367,558,356.79 元-500,000.00 元）

*30%=110,617,507.04元  

变更后： 

现金清偿金额：（500,000.00 元+265,000,000.00 元×30%）=80,000,000.00

元 



债权转股权：剩余未清偿金额 102,058,356.79 元，该部分债权以债转股方

式清偿，具体为每 25元债权转增为小黄狗环科 1元注册资本。 

法院裁定的《重整计划》中现金清偿和债转股清偿比例情况如下： 

现金清偿方案：普通债权 50 万元以下部分（含本数）100%现金清偿；普通

债权超过 50万元（不含本数）的部分按 30%的比例清偿。 

债转股清偿方案：以每 25元普通债权转增为小黄狗环科 1元注册资本。 

此次清偿方案变更，在现金清偿比例、债权转股的方式上与《重整计划》

规定一致。 

变更后，将导致现金清偿减少 30,617,507.04 元，同时，未获现金清偿的

债权 102,058,356.79 元将以每 25 元债权转增为小黄狗环科 1 元注册资本，共计

新增小黄狗环科注册资本 4,082,334.27 元，转股后远见精密的具体持股比例则

按重整计划载明的方式确定。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关联关系说明 

1、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YJKT5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蓝霞 

注册资本： 12,686.211961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 年 8月 9日 

住所：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 111 号民间金融大厦 2 号楼 17楼 01-07室 

经营范围：再生物资回收(含废旧金属回收)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节能环保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

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网技术

开发;云计算技术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安装、调试;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普通货运(不含危险货物);信息系统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智能设备产品的

设计及销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从事清扫、收集、运输或处理服务);机械设备租



赁;批发业、零售业(含网上销售);机柜安装与维修;垃圾分类工程咨询服务;垃圾

分类宣传推广服务;大数据服务;垃圾分类设备生产、销售、安装、维修;销售:

垃圾处理设备:垃圾分类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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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 唐军 

主要股东：派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小黄狗环科股份比例为 54.39%） 

2、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粤诚审专[2019]2255 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审计

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4 日，小黄狗环科资产账面总值审核数为 769,951,297.98

元；负债账面审核数为 1,307,809,526.13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审核数为

-537,858,228.15 元。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唐军先生，其同时为小黄狗环科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小黄狗环科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主要内容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批准《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即“重整计划”），本次关联交易以《重整计划》提出的普通债

权清偿方案为指引，交易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的精神，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达成上述普通债权清偿方案。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债权清偿方案 

1、普通债权中 5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普通

债权中超过 50万元的部分中的 265,000,000.00元债权按 30%的比例以现金方式

清偿。远见精密可得清偿现金合计为 80,000,000.00 元（即 500,000.00 元

+265,000,000.00 元×30%）。 

2、普通债权中剩余 102,058,356.79 元债权以债转股方式清偿，具体为每

25 元债权转增为小黄狗环科 1 元注册资本，共计新增小黄狗环科注册资本

4,082,334.27 元，转股后远见精密的具体持股比例则按重整计划载明的方式确



定。 

（二）清偿期限 

1、小黄狗环科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内，向远见精密一次性支付人民

币 8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2、小黄狗环科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内配合远见精密完成股权确认及

办理小黄狗环科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注：本协议所述“执行期限/清偿期限”包含经法院裁定批准的破产重整延

迟期限（如有）。 

（三）协议生效条件 

债权实现协议生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 2 个前提条件： 

1、债权实现协议中约定的清偿方案须经远见精密之母公司广东派生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小黄狗环科必须按债权实现协议约定的清偿期限向远见精密支付现金清

偿款项。 

（四）违约责任 

若因小黄狗环科原因，导致远见精密未能在债权实现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

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小黄狗环科应向远见精密支付债转股部分债

权金额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五）其他 

债权实现协议一式四份，远见精密、小黄狗环科各执两份，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若小黄狗环科因任何原因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则债权实现协议自动失

去效力，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本次关联交易除上述内容外，不涉及任何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事项。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如《重整计划》及上述变更后的清偿方案顺利实施，公司子公司远见精密

将最多可合计获得现金清偿 8000 万元，这将有助于缓解远见精密经营性流动资

金压力，其余未获现金清偿的债权 102,058,356.79 元以债转股方式转为小黄狗

环科的股权，按每 25 元债权转增为小黄狗环科 1 元注册资本，债权转增股本后，

小黄狗环科将成为远见精密的参股企业，未来，若小黄狗环科不能有效运营并恢



复其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重回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轨道的话，公司面临对外

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小黄狗环科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13,994.00

元，该部分关联交易内容为小黄狗机柜维修配件。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此次与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小黄狗环科的

现状考虑，并且公司也是为了加快回笼资金，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作出

的决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变更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偿债方案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现状考虑，并且公司也是为

了加快回笼资金，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作出的决策，不会损害公司及其

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发生导致公司利益倾斜的情形。我们

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派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