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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2020-130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终止收购京典圣钻（北京）珠宝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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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协议签署情况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

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茂钻石”）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与兰玉明、

安建德、夏明远、荀裕生、翁国昌、侯建宇、王涛、林海容、马健舒、李宗阔、

兰玉成、何旭将、张雨、王伟签署了《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与京典圣钻（北京）

珠宝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股权收购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以下合称“原协

议”），蜀茂钻石拟向兰玉明等人支付现金不超过 10,800.00 万元购买其合计持

有的京典圣钻（北京）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典圣钻”、“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京典

圣钻（北京）珠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4 号）。 

二、终止收购的原因 

自原协议签署后，京典圣钻虽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但蜀茂钻石并未实际对

其进行过并表处理。受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经双方共同商

议，一致决定终止股权收购。双方于近日就本次终止原协议的事项签署了《成都

蜀茂钻石有限公司与兰玉明等人关于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原协议中的条

款终止履行，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订主体： 

甲方：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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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兰玉明、安建德、夏明远、荀裕生、翁国昌、侯建宇、王涛、林海容、

马健舒、李宗阔、兰玉成、何旭将、张雨、王伟 

鉴于： 

1、甲方、乙方于 2019年 11月 18日签署了《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与京典

圣钻（北京）珠宝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股权收购协议》，并于 2019 年 12 月签署

了《补充协议之一》、（以下合称“《收购协议》”），甲方以人民币 10,800万元

自乙方及其关联方收购京典圣钻（北京）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2、甲方、乙方拟终止本次收购，由甲方向乙方或其指定方回转其已经取得

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合同法》和其他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协议

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第 1条  定义和释义 

1.1 定义 

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或者上下文另有要求，本协议（包括叙述部分）版

本中的简称应具有附件一所赋予的含义。 

1.2 释义 

1.2.1 本协议标题不影响对本协议的解释。 

1.2.2 本协议中所提及的中国法律应包括中国有关机构公开颁布的所有全

国性和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提及的法律应包括不时对其

进行的修改和变更。 

1.2.3 对本协议或者其他任何合同的提及应包括本协议或有关合同及不时

对其所作的修改、变更或者替代它们的最新生效文件。 

1.2.4 本协议中所提及的条款和附件应指本协议的条款和附件。 

第 2条  《收购协议》终止 

2.1 甲方、乙方（为本协议之目的，还包括签署《补充协议之一》的乙

方之关联方）共同决定终止《收购协议》。 

2.2 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各方均不存在任何违反《收购协议》

的情况，各方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且各方不再需要履行《收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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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约定内容（保密义务除外）。 

2.3 各方确认，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将标的公司 100%

股权转让予乙方或其指定方，同时，考虑到《收购协议》的终止，甲方实际并未

对标的公司进行过并表处理。 

2.4 各方确认，由于乙方已就本次收购足额纳税且无法申请退返，甲方、

乙方同意由乙方自愿承担已缴纳的税款。 

2.5 各方确认，基于 2.3 条之约定，乙方应当在《收购协议》解除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退还其已经收取的对价。 

第 3条  保密 

3.1 未经其他协议方明确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一方均不得与任何第三方

就本协议的存在、性质、条款及与本协议有关谈判进行讨论（以下简称“保密信

息”），但其律师和其他顾问（包括该等顾问机构的员工）及协议方或协议方的

关联公司为发行上市根据相关规定或要求而需披露保密信息，及协议方为办理本

次转让的变更手续而需向工商等政府部门提交本协议及相关文件者除外，该等律

师和顾问及协议方的关联公司亦应同意接受本保密条款的约束。为本款之目的，

下列信息不应被视为保密信息： 

3.1.1 根据适用法律、任何监管机关或者任何公认的股票交易所规章制度

的要求应披露或者为其使用的信息； 

3.1.2 为了把本协议的全部权益赋予协议方而须披露或者使用的信息； 

3.1.3 为因本协议导致的司法程序之目的而须披露或者使用的信息，或者

向税务机关合理披露的与被披露方税务有关的信息； 

3.1.4 根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或要求披露； 

3.1.5 向协议方的专业顾问披露的信息，但该等专业顾问应遵守本协议第 3

条有关该等信息的规定，视同该等专业顾问为本协议一方当事人； 

3.1.6 可以从公开途径获得的信息（但因违反本协议造成的情况除外）； 

3.1.7 其他协议方事先书面同意披露或者使用的信息。 

3.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非经其他协议方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一

方不得对外宣布公开本协议的存在或者本协议以及任何交易文件所涉及的事宜。

如果本协议任一方需要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需征得其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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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意。然而，这并不影响根据适用法律、任何监管机关或者任何公认的股票交

易所规章制度的要求本协议任一方做出该等宣布公开，但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

负有该等宣布公开义务的本协议任一方应在履行义务之前与其他协议方协商。 

第 4条  文本 

本协议文本一式贰拾份，协议方各执壹份，其它各份供报送主管机关审批或

备案使用，每份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5条  管辖法律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

根据中国法律释义。 

第 6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论，争议和要求，包括关于本协

议的存在和有效性的争议（以下简称“争议”），协议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在一方书面通知其他方有关争议后的 30 日之内协商不能解决，本协议任一方可

以将争议起诉至甲方所在地法院。 

第 7条  违约责任 

7.1 本协议任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义务或责任，即构

成违约行为。 

7.2 如果本协议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以至于本协议不能充分

履行，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违约方共同和连带承担，如造成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

失，违约方还需就守约方因违约而蒙受的实际经济损失承担共同和连带的赔偿责

任。 

第 8条  终止 

8.1 在下列情况下，本协议可在交割前的任何时间终止： 

8.1.1 如任何政府部门发布命令、法令或裁定、或已采取任何其他行动，

限制、阻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本协议拟议的交易，而且该等命令、法令、裁定或

其他行动均为最终的并且不可申请复议、起诉或上诉，则本协议任一方均可终止

本协议；或 

8.1.2 由协议方共同书面同意后终止本协议。 

8.2 终止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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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第 8.1 条规定终止本协议，本协议即对本协议任一方均不再产生效

力，但是（i）第 3 条（保密）、第 5 条（管辖法律）、第 6 条（争议解决）、第

11.2条（有关费用和税收的承担）和第 11.4 条（放弃）规定的情况除外，而且

（ii）本协议任何规定均不免除本协议任一方对本协议的违约责任。 

第 9条  实际履行 

协议各方均了解并同意，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将造成的损害数额可能是不

确定的，并且法律上对违反上述任何条款（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潜在的）的救

济可能是不充分的，因此各方同意，除享有法律和本协议规定的任何权利或救济

之外，各方应有权要求违约方实际且全面地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在执行上述

有关救济方式的有关法律程序中，协议各方均同意在有关法律准许的最大限度内，

允许对方强制其实际履行本协议的每一条款，并毋需为此提供担保。 

第 10 条  完整协议 

本协议构成协议各方就本协议主题事宜达成的全部协议，取代此前协议各方

就本协议主题事宜进行或达成的所有口头和书面的讨论、协议、合同、谅解和沟

通。 

第 11 条  其他 

11.1 转让 

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明确规定，未经其他协议方的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

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 

11.2 费用及税负的承担 

在本协议项下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及税负由协议方各自依法承担相应部分。 

11.3 可分性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认为无效或不可执行，则此类条款在无效或不可执

行的范围内丧失效力，并被视作未曾包括在本协议中一样，但本协议其余条款的

效力不受其影响。协议方应尽所有合理的努力用尽可能接近原意的有效或可执行

的条款来替换此类无效或不可执行的条款。 

11.4 放弃 

本协议任一方没有行使或延迟行使法律或本协议赋予的任何权利或救济措

施，并不损害也不意味着放弃或变更此类权利和救济措施，其在以后的时间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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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行使此类权利和救济措施。如果其只是部分行使了有关权利和救济措施，

这也不会影响它继续和进一步行使有关权利和救济措施。 

11.5 变更 

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须经协议方均签署书面文件同意后生效。 

11.6 语言 

本协议以中文签署。 

11.7 时间要素 

本协议中关于日期，时间和期限的规定，包括依本协议或协议方的约定而对

有关日期，时间和期限所做的更改都是本协议的要件。 

11.8 生效 

本协议自协议方签署之日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原协议的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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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与兰玉明等人关于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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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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