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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4   证券简称：鼎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8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水

泰豪”）、武汉宇康友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宇康友恒”）、

武汉盈聚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聚通”）、胡琴、张振

拟共同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柔显科技”）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款合计为 1,234.50 万元，其中：823 万元计入柔显科技的注

册资本，剩余 411.50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柔显科技 51.01%

的股权，不影响柔显科技继续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柔显科技累计提供经营借款 10,000 万元，主要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借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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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水泰豪为公司董事长朱双全先生和董事、总经理朱顺全先生一致联合

持有的法人公司（其分别持有曲水泰豪 50%股权）；且朱双全先生和朱顺全先生

亦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因此，曲水泰豪为柔显科技的关联股东。 

柔显科技关联股东曲水泰豪将为柔显科技存量财务资助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1,727.21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按照公司对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的实际期限进

行约定，借款利率参考鼎龙股份为柔显科技提供借款时收取的惯例来计算。 

4、柔显科技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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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本

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主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如下：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利率 

柔显科技 鼎龙股份 3,000 2018 年 3 月 6 日-2022 年 3 月 5日 4% 

柔显科技 鼎龙股份 1,000 2019 年 8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31日 4% 

柔显科技 鼎龙股份 600 2019 年 10 月 29日-2021 年 10 月 28日 4% 

柔显科技 鼎龙股份 400 2019 年 11 月 11日-2021 年 11 月 10日 4% 

柔显科技 鼎龙股份 5,000 2019 年 12 月 19日-2024 年 12 月 18日 5% 

合计 -- 10,000 -- -- 

上述借款协议参考市场借款收取的惯例，由协议双方逐笔协商确定。具体条

款以实际签署的财务资助协议为准。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名称：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荆河路 1号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朱双全 

5、注册资本：3,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23 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WBJF0N 

8、经营范围：柔性显示系列材料的研发、生产、批发零售、技术服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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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

的产品和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950 51.01% 

李文超 780 20.40% 

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7 10.65% 

武汉宇康友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 5.00% 

武汉盈聚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 5.00% 

朱亮亮 150 3.92% 

张振 77 2.01% 

胡琴 77 2.01% 

合计 3,823 100.00% 

注：本表为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表。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08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508,771.07  120,384,056.60  

所有者权益  12,994,606.15  17,428,321.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994,606.15  17,428,321.00  

项目 2020年 1-8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4,933,614.85  -5,606,497.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933,614.85 -5,606,497.01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的相关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E10412 号。 

11、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累计对柔显科技提供借款 10,000 万元。 

12、本次存量财务资助由公司使用自筹或自有资金单方提供。同时，柔显科

技关联股东曲水泰豪将为柔显科技存量财务资助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1,727.21 万

元的借款。借款期限按照公司对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的实际期限进行约定，借

款利率参考鼎龙股份为柔显科技提供借款时收取的惯例来计算。 

四、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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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柔显科技的存量财务资助事项是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进行的，被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柔显科技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

体系，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未来，公司将按照

自身的内控要求，加强对柔显科技开展业务情况的评估，确保公司资金的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主要系公司关联方增资柔显科技被动形成的。柔显科

技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够

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因此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

范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

其业务拓展，提升其生产经营能力，柔显科技关联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

条件的财务资助。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且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及风险控制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对柔显科技提供财务资助 10,000 万元外，本公司对

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19,713.50 万元（具体为：对湖北鼎汇微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提供 17,013.50 万元借款（详见公告 2020-087）；对其他参股公司和

相关方合计提供借款 2,700 万元（详见公告 2020-077）），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 378,542.69 万元的 5.21%。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

情况，被资助对象的财务情况良好，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财务数据、经营情况，在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并采取补救措施：  

（一）被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二）被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

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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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