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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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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控股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利来控股”）的通

知，好利来控股与上海臻桤骏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臻桤骏”）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

议一”），好利来控股同意依法将其持有的公司 1,200.24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8.00%）以 46.49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上海臻桤骏，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557,991,576 元；同时好利来控股与王翔宇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二”），好利来控股同意依法将其持有的公司

794.158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1.91%）（转让的具体数量以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郑倩龄申请豁免相关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最终申请结果为准，届时可

能需视豁免申请结果予以调整）以 46.49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王翔宇，转让总

价为人民币 369,204,426.12 元。 

3、本次协议转让前，好利来控股持有公司 2,794.5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9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倩龄、黄舒婷；本次协议转让后，

好利来控股持有公司 800.145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0%。本次权益变动将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黄舒婷持有 100%股权）。旭

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和好利来控股为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郑倩龄、

黄舒婷。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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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协议转让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5、若本次股份转让协议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本次交

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好利来控股的通知，好利来控股于2020年9月25日

与上海臻桤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一”），拟以

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上海臻桤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200.2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18.00%）；同时好利来控股于2020年9月25日与王翔宇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二”），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王翔宇转让其持有的

公司794.1588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1.91%）。（转让的具体数量以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郑倩龄申请豁免相关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最终申请结果为

准，届时可能需视豁免申请结果予以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 2,794.544 41.91% 800.1452 12.00% 

上海臻桤骏商务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 1,200.24 18.00% 

王翔宇 0 0 794.1588 11.9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情况 

公司名称：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1 号亿京中心 A 座 3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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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 万港元 

公司编号：43849 

成立时间：1975 年 8 月 15 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2009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主要从事电路保护元器件的贸易业务，

2009 年 7 月起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和物业投资等业务。 

股东情况：郑倩龄持有 65%股权，黄舒婷持有 35%股权。 

（二）受让方情况 

1、上海臻桤骏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臻桤骏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路8号18幢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逢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志超）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1J4KRW63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期限：2020年9月10日至2040年9月9日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公关活动策划，市场营销

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设计、制作各类广告，会务服务，展览展

示服务。 

成立日期：2020年9月10日 

（1）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彭程 99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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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逢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0 1% 

合计 1000 1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李志超 男 委派代表 中国 上海 无 

2、王翔宇 

姓名：王翔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7072419********** 

通讯地址：山东省临朐县冶源镇白塔桥村 112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一主要内容： 

（一）转让当事人 

股份出让方（甲方）：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方（乙方）：上海臻桤骏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所持有的1,200.24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数18%的股份。 

（三）股份转让款及支付 

1、股份转让款 

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总价为557,991,576元（大写：伍亿伍仟柒佰玖拾玖万壹仟

伍佰柒拾陆元整），即每股转让单价为46.49元。乙方全部以现金形式向甲方支

付股份转让款。 

2、股份转让款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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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签订当日，乙方应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6,000万元（大

写：陆仟万元整）的订金（以下简称“订金”）。在甲方收到订金后的20个交易

日内，甲乙双方将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

申请。 

（2）乙方应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后的5个自

然日内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除订金外的其余股份转让款497,991,576元（大

写：肆亿玖仟柒佰玖拾玖万壹仟伍佰柒拾陆元整），同时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已

支付的订金转为股份转让款，即乙方应已向甲方合计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 

（四）股份交割 

本协议生效后，在甲方收到订金后的 20 个交易日内，甲乙双方将共同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申请。 

在甲方收到全部股份转让款后的5个交易日内，甲乙双方将共同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五）税费承担 

甲乙双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监管机构关于股份转让的相关收费

规定，各自缴纳本次股份转让和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六）公司治理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由 7 名董事组成。标的股份

过户登记完成后，乙方可以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候选人。 

（七）过渡期间的安排 

1、过渡期内，双方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方、股东和

受让方的规定，履行其应尽之义务和责任，并不得因此损害上市公司以及其他

股东之权利和利益。 

2、过渡期内，甲方应享有中国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其他

内部规章制度所规定的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3、过渡期内，甲方承诺督促上市公司正常开展其业务经营活动，并遵守中

国法律、上市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其他内部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4、过渡期内，甲方保证其不会就标的股份与任何第三方洽谈或签署股份转

让交易协议或意向，不会将标的股份向任何第三方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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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过渡期内，乙方不得通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提议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

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或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与上市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 

（八）生效与终止 

1、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方和乙方分别盖章，并由其各自授权代表签署或签章后生效。 

2、协议终止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1）本协议项下全部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2）双方经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3）如果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款（含订

金），逾期超过20个自然日的，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并于

通知中载明解除生效日期； 

（4）在甲方足额收到本次权益变动项下甲方所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全

部股份转让价款之前，甲方均有权单方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本次股份

转让并解除本协议，并于通知中载明解除生效日期。 

股份转让协议二主要内容： 

（一）转让当事人 

股份出让方（甲方）：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方（乙方）：王翔宇 

（二）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本协议项下转让股份为出让方持有的好利来794.1588万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数11.91%（转让的具体数量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郑倩龄申请豁免

相关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最终申请结果为准，届时可能需视豁免申请结果予

以调整）。 

（三）转让标的及价款支付 

1、甲方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794.1588万股股份及其附属权利转让给乙方；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6.49元/股，总转让价款为369,204,426.12元（大写：叁亿陆仟

玖佰贰拾万肆仟肆佰贰拾陆元壹角贰分）。鉴于标的股份数量可能需视豁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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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予以调整，股份转让款的金额亦可能需视豁免申请结果予以相应调整。 

2、乙方应于标的股份协议签订当日，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

6,000万元（大写：陆仟万元整）的订金。在郑倩龄所作出相关自愿性股份限售

承诺已经被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予以豁免的前提下，在甲方收到订金后的20个交

易日内，甲乙双方将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

的申请。 

3、乙方应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后的5个自

然日内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除订金外的其余股份转让款309,204,426.12元

（大写：叁亿零玖佰贰拾万肆仟肆佰贰拾陆元壹角贰分），同时乙方根据本协议

约定已支付的订金转为股份转让款，即乙方应已向甲方合计支付全部股份转让

款。 

（四）股份交割 

1、本协议生效后，在郑倩龄所作出相关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已经被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予以豁免的前提下，在甲方收到订金后的20个交易日内，甲乙双方

将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申请。 

2、甲方收到全部股份转让款后的5个交易日内，甲乙双方将共同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五）税费承担 

甲乙双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监管机构关于股份转让的相关收费

规定，各自缴纳本次股份转让和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六）公司治理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由7名董事组成。在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乙方可以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候选人。 

（七）过渡期间的安排 

1、过渡期内，双方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方、股东和

受让方的规定，履行其应尽之义务和责任，并不得因此损害上市公司以及其他

股东之权利和利益。 

2、过渡期内，甲方应享有中国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其他

内部规章制度所规定的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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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渡期内，甲方承诺督促上市公司正常开展其业务经营活动，并遵守中

国法律、上市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其他内部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4、过渡期内，甲方保证其不会就标的股份与任何第三方洽谈或签署股份转

让交易协议或意向，不会将标的股份向任何第三方转让。 

5、过渡期内，乙方不得通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提议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

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或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与上市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 

（八）生效与终止 

1、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方盖章和乙方签字，并由甲方授权代表签署或签章后生效。 

2、协议终止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1）本协议项下全部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2）双方经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3）如果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款（含订

金），逾期超过20个自然日的，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并于

通知中载明解除生效日期； 

（4）在甲方足额收到本次权益变动项下甲方所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全

部股份转让价款之前，甲方均有权单方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本次股份

转让并解除本协议，并于通知中载明解除生效日期。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前，好利来控股持有公司 2,794.5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9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倩龄、黄舒婷；本次协议转让后，

好利来控股持有公司 800.145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0%。本次权益变动将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黄舒婷持有 100%股权）。旭

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和好利来控股为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郑倩龄、

黄舒婷。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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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好利来控股与上海臻桤骏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好利来控股与王翔宇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