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1 
 

证券代码：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9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充分调动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洁科技”）

子公司安洁无线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洁无线”）核心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增强核心员工利益与安洁无线利益的一致性，实现双方利益共享，公

司与宋磊、陈卫东、梁明及苏州共建共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共建共荣”）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安洁无线实缴

股本股权 17.7274%分别转让给宋磊（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3.5455%）、陈卫东（受

让实缴股本股权 1.7727%）、梁明（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1.7727%）、共建共荣（受

让实缴股本股权 10.636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安洁无线实缴股本

股权 82.2725%。 

2、审议程序 

（1）关联关系 

共建共荣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马玉燕女士，马玉燕女士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鉴于上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共建共荣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2）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马玉燕女士回避表

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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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宋磊，男，中国国籍，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身份证号码：

321102197604****** 

2、陈卫东，男，中国国籍，住址：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身份证号码：

321102197508****** 

3、梁明，男，中国国籍，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华路****，身份证号码：

320503197212****** 

4、苏州共建共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马玉燕 

住所：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街道孙武路 2011 号 2 幢 505 室 

成立时间： 2021 年 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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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洁无线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W957053 

公司住所：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聚路 66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无线充电、充电设备连接、充电桩及相关供电技术应用解决方案

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研发、生产、销售：充电模块及周边材料、电子类

材料模组、电源模块、电池、电气设备、电子设备（不含化工产品）；电子类模

切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充电服务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 
 

动） 

2、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安洁无线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 26,448,815.75 元，净资产

22,856,039.31 元，2020 年 1-12 月的营业收入为 371,848.15 元，净利润为

-16,231,968.53 元（未经审计）。 

 

四、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转让子公司安洁无线部分股权给 3 位自然人陈卫东、宋磊、梁明及

共建共荣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公司子公司安洁无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对员

工积极有效的吸引和激励，实现双方利益共享，推动公司快速发展，同时考虑安

洁无线目前实际财务状况，安洁无线实缴股本 5,640.96 万股，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 22,856,039.31 元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公司

将持有的安洁无线实缴股本股权 17.7274%分别转让给宋磊（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3.5455%）、陈卫东（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1.7727%）、梁明（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1.7727%）、共建共荣（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10.6365%），按照每 1 元实缴股本 0.5

元的价格进行转让。 

 

五、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 

乙方一：宋磊 

乙方二：陈卫东 

乙方三：梁明 

乙方四：共建共荣 

（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合称为“乙方”，以下简称“受让方”） 

（一）股权转让 

1、截止目前，安洁无线实缴股本为 5,640.96 万股，目前的股东实缴股本情

况为： 

股东名称 实缴股本（万股） 
实缴股本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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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40.96 100% 

合计 5,640.96 100% 

2、甲方同意将其持有安洁无线实缴股本 17.7274%分别转让给宋磊（受让实

缴股本股权 3.5455%）、陈卫东（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1.7727%）、梁明（受让实缴

股本股权 1.7727%）、共建共荣（受让实缴股本股权 10.6365%），乙方同意受让

甲方持有的上述股权，此次股权转让后，安洁无线的股东实缴股本情况为： 

股东名称 实缴股本（万股） 
实缴股本 

持股比例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40.96 82.2725% 

宋磊 200.00 3.5455% 

陈卫东 100.00 1.7727% 

梁明 100.00 1.7727% 

苏州共建共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 10.6365% 

合计 5,640.96 100%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1、股权转让价格 

甲方同意根据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 100 万元将在安洁无线实缴股本

股权占比 3.5455%转让给宋磊；宋磊同意以人民币 100 万元受让公司上述股权。 

甲方同意根据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 50 万元将在安洁无线实缴股本

股权占比 1.7727%转让给陈卫东；陈卫东同意以人民币 50 万元受让公司上述股

权。 

甲方同意根据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 50 万元将在安洁无线实缴股本

股权占比 1.7727%转让给梁明；梁明同意以人民币 50 万元受让公司上述股权。 

甲方同意根据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 300 万元将在安洁无线实缴股本

股权占比 10.6365%转让给共建共荣；共建共荣同意以人民币 300 万元受让公司

上述股权。 

2、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价款支付给甲方：   

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全部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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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约责任  

对于本协议项下的一方（“违约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而使其他方（“非

违约方”）产生或遭受的损害、损失和费用，违约方应向非违约方各支付本协议

股权转让款总额 10%的违约金。 

 

六、专项意见说明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

能够充分调动公司子公司安洁无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双方利益共享，促进

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在审

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马玉燕女士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可以让员工树立主人翁意识，从而提高优秀人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该

项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不会对

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转让

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能够充分调动公司子公司安洁无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双方利益共享，

促进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该项关联交易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马玉燕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独立董事，同意《关于

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此次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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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提高优秀人才的凝聚力，有利于公司发展。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本次关

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5、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公司章程》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

调动公司子公司安洁无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双方利益共享，促进员工与公

司共同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安洁无线部分股权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公司子公司安洁无线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双方利益共享，促进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规划和战略。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子公

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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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宋磊、陈卫东、梁明、苏州共建共荣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安洁无线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