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股票代码：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2020-122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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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1、增资基本情况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爱迪尔”）现持

有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珠宝”）100%股权，千年珠宝目前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7,442.5 万元。鉴于千年珠宝经营和发展需要，拟以增资方式引

入投资者南京江北捷源瑞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捷源瑞至投资”），

公司放弃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自行办理

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后续事项。本次增资完成后，千年珠宝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和经营范围不变。 

经协商，本次增资按照 90,000 万元作为千年珠宝的投前估值。捷源瑞至投

资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占增资后股权比例为 5.26%。其中 413.2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586.79 万元计入千年珠宝资本公积。 

2、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

管理层自行办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后续事项。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江北捷源瑞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时间：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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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公司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达路 6号智城园区 2 号楼 711-3室 

5、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捷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注册资本：5010 万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2JFEF96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南京江北捷源瑞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

人为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10、与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9年01月14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中山园区）科创大道9号D6

幢212室 

5、法定代表人：王均霞 

6、注册资本：7442.5万元整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414950X6 

8、经营范围：黄金制品、铂金、白银、珠宝、玉器翡翠、首饰、镶嵌饰品、

钻石及钻石饰品、水晶制品、工艺品的设计、加工和销售；服饰、百货的销售；

电子元器件、LED灯具生产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收购、

加工、修理、以旧换新金银及珠宝制品、饰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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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关联关系：本次增资前，公司直接持有千年珠宝100%股权 

10、最近一年一期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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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25,222,222.00  1,149,463,904.35  

负债总额     652,192,683.81  598,838,152.91  

净资产     573,013,115.05  550,613,719.40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9,654,996.45  830,439,000.03  

利润总额 30,069,149.54  112,100,383.27  

净利润 22,403,786.75  86,781,222.49  

四、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捷源瑞至投资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占增资后股权

比例为 5.26%。其中 413.2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586.79 万元计入千年珠宝资

本公积。公司放弃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参与增资方具体认缴

情况如下： 

参与增资方名称 
增资金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

本（万元） 

计入资本公

积（万元） 

占增资后

股权比例 

南京江北捷源瑞至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413.21   4,586.79  5.26% 

本次增资完成后，千年珠宝注册资本由 7,442.50万元增加至 7,855.71万元，

公司持有千年珠宝 94.74%的股权，捷源瑞至投资持有千年珠宝 5.26%的股权。 

五、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李勇 

甲方三：王均霞 

乙方：南京江北捷源瑞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1、本次增资的具体安排 

1.1乙方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对丙方进行投资。针对本次投资，各方共同

认可丙方投前估值9亿元，乙方投资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完成5000万元

投资后，乙方将持有丙方5.26%的股权。 

1.2丙方实际控制人爱迪尔对乙方增资扩股的全部股权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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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受让义务(以下简称“受让”)。 

1.3李勇、王均霞夫妇愿作为保证担保方，为上述股权受让义务提供无限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与此同时，李勇、王均霞夫妇愿以李勇、王均霞夫妇及其一致

行动人名下的爱迪尔股票990万股作为质押担保，担保上述股权受让义务的履行。 

1.4丙方愿作为保证担保方，为上述股权受让义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与此同时，丙方愿以其所持有的的江苏灌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部

股份（4,662,880股）作为质押担保，担保爱迪尔对上述股权受让义务的履行。 

2、交易结构 

2.1第一次增资：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3500万元人

民币至丙方的税收缴纳专用账户： 

（1）为担保爱迪尔的受让义务，丙方将其持有的江苏灌云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4,662,880股）质押给乙方，并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爱迪尔出具关于同意李勇、王均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乙方质押990

万股股票的书面确认函； 

（3）为担保爱迪尔的受让义务，李勇、王均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首

期爱迪尔股票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即：李勇、王均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

有的爱迪尔635万股股票质押给乙方，并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4）为担保爱迪尔的受让义务，李勇、王均霞夫妇与乙方签署保证合同，

向乙方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为担保爱迪尔的受让义务，丙方与乙方签署保证合同，向乙方提供无

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丙方向乙方提交关于本次增资的内部决策文件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

权确认函； 

（7）完成该次增资扩股后，乙方持有丙方3.68%的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等相关手续； 

（8）丙方完成章程的修改、营业执照的变更等手续； 

（9）乙方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进行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相关工作（以中基协审核通过为准）。 

2.1.1此次增资后，乙方持有增资扩股后的丙方3.68%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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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剩余增资将在李勇、王均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乙方完成990万股爱迪

尔股票质押登记后支付至丙方账户。 

2.2.1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1500万元增资款至丙方

账户： 

（1）为担保爱迪尔的受让义务，李勇、王均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第

二期爱迪尔股票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即：李勇、王均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

持有的爱迪尔355万股股票质押给乙方，并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2）丙方向乙方提交关于本次增资的内部决策文件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

权确认函； 

（3）丙方完成本次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4）丙方完成章程的修改、营业执照的变更等手续。 

2.2.2此次增资后，乙方持有增资扩股后丙方5.26%的股权。 

3、乙方退出安排 

3.1 爱迪尔承诺自第一次交割日起 36 个月内一次性受让乙方在本协议约定

下对丙方增资扩股而持有的丙方全部股权（以下简称“可受让股权”）。 

3.2 受让的发起 

（1）爱迪尔随时可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受让乙方持有的可受让股权； 

（2）乙方自第一次交割日起满 30 个月时可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爱迪

尔受让乙方持有的受让股权； 

（3）如发生下列情况，则乙方可随时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爱迪尔受让

乙方持有的可受让股权： 

A.爱迪尔、丙方、李勇或王均霞违反本协议约定或违反其他与乙方的协议约

定； 

B.爱迪尔或丙方经营状况恶化，乙方认为其存在持续经营风险； 

C.爱迪尔、丙方、李勇或王均霞诚信状况恶化（例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等），

乙方认为其存在授信履约风险； 

D.乙方向丙方委派的监事认为丙方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损害乙方利益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向大股东出借款项、为大股东提供新的担保、未将收回的应收款用

于公司经营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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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当甲方、丙方提供的质押物价值不足以覆盖受让款总额，且在乙方书面通

知甲方、丙方补充担保物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丙方未能补充提供其他抵押/

质押担保的； 

F.其他乙方认为可能对其投资收益或爱迪尔受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形。 

3.3 爱迪尔承诺在乙方提出受让要求后，应当： 

（1）无条件受让乙方持有的可受让股权； 

（2）受让对价：以增资款年化收益率 8%与受让基准日丙方净资产折算的可

受让股权价值，两者择高适用；乙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不进行实质性数额

比对、径行选择前述两者之一的对价计算方式； 

（3）爱迪尔应在书面受让通知作出后 60 个自然天内完成受让，每逾期一日，

应当向乙方支付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应付未付受让款万分之五/

日的违约金。受让流程具体安排如下： 

A.在书面受让通知作出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及受让方爱迪尔共同确认受

让基准日并共同委托审计、评估等受让相关中介服务机构； 

B.审计及评估结果出具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根据本条所述受让对价选择方

法计算并确定受让对价； 

C.受让方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受让款； 

D.尽管有上述流程安排，但如乙方以书面形式通知的形式，不进行实质性数

额比对、径行选择以增资款年化收益 8%的形式计算股权对价，则无需履行前述

受让流程。受让方应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该以固定收益计算

的股权受让款。 

3.4 如受让方爱迪尔不履行或无法履行受让义务，则乙方有权行使质权并要

求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方李勇、王均霞夫妇及丙方承担担保义务。乙方对质权的行

使无先后顺序规则，乙方可同时行使对爱迪尔股票和灌云农商行股份的质权，也

可任意选择先后顺序，并依法在质押担保登记数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公司治理 

自第一次交割日后，乙方向丙方委派监事一名，该监事： 

（1）有权列席丙方股东会和董事会； 

（2）对丙方的融资和担保事务（包括担保和被担保、融资和出借款项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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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相关事务）享有知情权； 

（3）对丙方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及其收回后的用途享有知情权，丙方应按月

向该监事披露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及其支出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引入投资者增资，主要为解决千年珠宝资金需求，将有助于千年珠

宝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开拓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推动主营业务继续

保持高速发展，进一步强化盈利能力。 

2、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对千年珠宝的实际控制权，其仍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3、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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