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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交易情况概述 

1、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力士”）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与彭顷砡先生、吴琼瑛女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三力士分别以人民

币 1,466.7984 万元、407.4440 万元出售持有的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如般量子”或“目标公司”）36%、10%的股权给彭顷砡先生、吴琼瑛女士。

如般量子的其他股东南京元卓信息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愿放弃本次

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将持有如般量子 5%的股权，合并

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吴琼瑛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吴琼瑛女士为公司的关联方，公

司与吴琼瑛女士发生的交易将按照关联交易要求进行审议和披露。本次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琼瑛女士回避表决。

董事郭利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吴琼瑛女士的配偶，回避表决。董事吴培生先生作

为关联董事吴琼瑛女士的父亲，回避表决。其余四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该关联

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在事前发表了认可意见。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一 

姓名：彭顷砡，住所：济南市市中区，身份证号：370825196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彭顷砡先生为如般量子股东，持有如般量子股权 22%。现任如般量子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彭顷砡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良好，与公司

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系，亦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交易对方二 

姓名：吴琼瑛，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身份证号码：3306211972******** 

吴琼瑛女士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权 2.59%。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琼瑛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良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村 1 幢 

3、法定代表人：彭顷砡 

4、注册资本：15000 万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MA2AYDXA22 

6、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9 日 

7、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信息系统技术、量子通信技术、融合通信技术、通用量子技

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计

算机系统集成服务；销售：通信产品、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计算机软件、

硬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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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

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额

占注册

资本比

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额占

注册资本

比例 

三力士 7,650.00 1,983.6960   51% 750.00 194.48 5% 

彭顷砡 3,300.00 855.7120 22% 8,700.00 2255.9680 58% 

南京元

卓信息

技术咨

4,050.00 1,050.1920 27% 4,050.00 1,050.1920 27% 



询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吴琼瑛 0 0 0% 1,500.00 388.96 10% 

合计 15,000.00 3,889.60 100% 15,000.00 3,889.60 100% 

（二）如般量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7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195,440.11 35,966,660.50 

负债总额 2,037,413.73 2,430,156.02 

净资产 31,158,026.38 33,536,504.48 

财务指标 2020 年 1-7 月 2019 年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2,378,297.40 831,697.08 

净利润 -2,378,478.10 -1,096,366.88 

注：上表财务数据摘自如般量子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审计单位为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文号为“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741 号”，

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三）本次交易标的如般量子 46%的股权，其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如般量子对公司不存在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公

司不存在为如般量子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五）公司本次收购资产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标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

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0）沪第 1145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如般量子股东全

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4,074.44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增值 958.64 万元，

增值率 30.77%。 

以上述评估值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三力士分别以人民币 1,466.7984

万元、407.4440 万元出售持有的如般量子 36%、10%的股权给彭顷砡先生、吴琼

瑛女士。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一 

甲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彭顷砡 

1、股权转让 

双方同意，以 2020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如般量子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

作为参考定价，标的股权（实缴出资 1,400.4706 万元）的转让价格为 1,466.7984

万元人民币；同时，未缴出资部分由乙方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如般量子缴付。 

2、付款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分两期支付： 

（1）第一期为 2020 年 9月 20 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 80%，

即 1,173.4387 万元人民币； 

（2）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全部股权转让款的 20%，即 293.3597 万元人民币，

在工商变更登记和/或备案手续完成后 7 日内支付完成。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各项交易税、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

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3、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股权转让协议二 

甲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吴琼瑛 

1、股权转让 

双方同意，以 2020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如般量子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

作为参考定价，标的股权（实缴出资 389.0196 万元）的转让价格为 407.4440 万

元人民币；同时，未缴出资部分由乙方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如般量子缴付。 

2、付款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分两期支付： 

（1）第一期为：彭顷砡按照甲方与彭顷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

甲方付清其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173.4387 万元之日起 7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全

部股权转让款的 80%，即 325.9552 万元人民币； 



（2）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全部股权转让款的 20%，即 293.3597 万元人民币，

在工商变更登记和/或备案手续完成，且彭顷砡按照甲方与彭顷砡签订的《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向甲方付清其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81.4888 万元后 7 日内支付完成。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各项交易税、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

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3、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股权出售完成后，如

般量子继续独立经营，如般量子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公司

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除公司与关联人吴琼瑛女士共同持有如般量子 5%

和 10%股权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是为专注主业，集中力量充分发挥核心业务优势，夯实公司市

场地位，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量子技术前期研发投入较大，专业化极强，产业化落地尚未成熟，公司由控

股变更为参股，由相关技术人员控股，有利于如般量子协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

有利于公司节省资本开支；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将如般量子 10%股权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琼瑛女士，主要系如般量

子其余受让方要求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继续持有如般量子 5%的股权，如般量子将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预计在公司

合并层面产生收益约 441 万元，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上述股权转让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构成盈利预测，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定价以银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议，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上述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

会造成影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

该关联事项时，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二、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客观、公正和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任

何内部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

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交易定价遵

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符

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彭顷砡先生、吴琼瑛女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2020 年 7 月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741 号)；  

5、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

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0）沪第 1145 号）。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