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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4            证券简称：瑞凌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0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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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凌股份”或“公司”）拟与深圳市

友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方投资”）、刘卓新、肖波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

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160 万元对深圳市海立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海立”或“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286.36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剩余人民币 1,873.64 万元记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同时，刘卓新先生将其持有的标

的公司增资后的 4.5%的股权以人民币 216 万元价格转让给肖波先生。本次增资及股

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深圳海立 45%股权。 

此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该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了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涉及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深圳市友方投资有限公司、刘卓新、肖波。 

1、深圳市友方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聚福社区福永大道北侧 10号深彩大厦 8楼 815 

法定代表人：陈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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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98583668 

成立日期： 2010 年 08月 23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项目投资；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项目和需前置审批的项

目)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卓新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2、刘卓新 

刘卓新先生，身份证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住所****，现任

深圳海立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3、肖波 

肖波先生，身份证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住所****，现任深

圳海立副总经理。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

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深圳市友方投资有限公司、刘卓新、肖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立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02月 07日 

法定代表人：刘卓新 

注册资本：350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东蚝业路南旭竟昌工业园 B4栋一楼、二

楼、六楼(其中二楼、六楼为办公场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7950854Q 

经营范围：日用电器、五金冲压件、五金机械、塑胶机械、模具的生产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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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

置审批项目)^ 

2、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前后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刘卓新 157.50 45.00% 

深圳市友方投资有限公司 157.50 45.00% 

肖波 35.00 10.00% 

合计 350.00 100.00% 

（2）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86.36 45.00% 

深圳市友方投资有限公司 157.50 24.75% 

刘卓新 128.86 20.25% 

肖波 63.64 10.00% 

合计 636.36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 

（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45,887,335.46 44,417,371.59 52,951,010.42 

负债总额(元) 38,975,863.19 39,472,819.98 51,340,863.18 

净资产(元) 6,911,472.27 4,944,551.61 1,610,147.24 

项目 
2019年 1-12月 

（未经审计） 

2019年 1-9月 

（经审计） 

2018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83,505,847.48 61,218,370.78 58,776,304.03 

净利润(元) 4,751,067.73 2,887,205.02 -2,482,627.68 

2020 年 1 月 3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

[2020]000085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深圳海立资产总额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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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44,417,371.59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9,472,819.98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944,551.61 元。2018 年度，深圳海立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8,776,304.03 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2,482,627.68 元；2019 年 1-9 月份，深圳海立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1,218,370.78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887,205.02 元。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沪众评报字[2020]第

0013号”《评估报告》，截止 2019 年 9月 30日，深圳海立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 2,819.27 万元。 

4、标的公司权属状况说明 

标的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质

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深圳市友方投资有限公司、刘卓新、肖波 

乙方：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投资方案  

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2,160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286.36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即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50万元增加至 636.36 万元，剩余人

民币 1,873.64 万元记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同时，刘卓新先生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增资后的 4.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28.64 万元）以人民币 216 万元价

格转让给肖波先生。 

3、支付方式  

（1）本次增资款项支付方式：乙方应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标的

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缴纳增资款。  

（2）肖波先生受让刘卓新先生持有的标的公司增资后的 4.5%的股权，应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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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216万元至刘卓新先

生指定的银行账户。 

4、定价依据 

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以甲方承诺的标的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度平均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人民币 283.33 万元的 10 倍为基础，并

参考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对标的公司的整体估值确定为人民币

2,640万元，并以此作为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定价基础。 

5、业绩承诺 

甲方承诺标的公司在 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的业绩将满足以下指标：  

（1）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不低于 250

万元；  

（2）标的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不低于 280

万元； 

（3）标的公司 2022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不低于 320

万元。 

6、业绩补偿 

若标的公司未实现上述业绩承诺，则甲方需以现金方式向乙方进行业绩补偿，

补偿措施如下： 

甲方向乙方进行业绩补偿的金额：当年应补偿金额 =（承诺净利润–目标公司

经审计实际净利润）×乙方持股比例。 

甲方各自应承担的补偿金额按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前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确

定，并共同对乙方承担连带责任。若甲方未能在标的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

个月内按约定履行上述补偿义务，每逾期一天，按应补偿金额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承

担逾期利息。 

7、标的公司的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 

双方同意，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

中甲方委派 2 名董事，乙方委派 1 名董事；标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

乙方委派。  



                                                                缔造世界一流焊接专家 

6 

 

双方同意，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负

责聘任或解聘；但为保持标的公司的经营稳定，董事会在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

理人员前，应当优先聘用现有的高级管理人员。标的公司财务总监由乙方委派。  

8、违约责任  

协议生效后，双方均应诚实信用地履行约定。任何一方违反约定，给守约方造

成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就其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及合理可预期利益进行

赔偿。 

9、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海立系公司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在精密钣金、型材机加类结

构件方面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擅长生产结构复杂、品质高要求的高端金属结构件

产品。通过投资深圳海立，公司能够确保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长期供应，稳定采

购成本，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同时，深圳海立能够借助公司的品牌、资源、管理

等优势，挖掘发展潜力，提升其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向深圳海立委派 1 名董事和 1 名监事，深圳海立预计

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深圳海立可能发生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原材料和零部

件的采购， 所涉及的交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议程序，并按照市场价格公

允定价。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由于未来的市场环境存在不确定

性，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竞争格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存在无

法达到业绩承诺的可能。公司将密切关注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控制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收益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本次交易定

价合理、公允，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长

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同意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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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根据此次对外投资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圳市海立五金电器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5、《深圳市海立五金电器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6、《拟进行增资扩股所涉及的深圳市海立五金电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