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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星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的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徽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根据 2020 年 6 月 1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10 的相关规定，除金融类企业外，最

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

投资，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现就问题 10

的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

投资的具体情况 

2020 年 1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2020 年 5 月 4

日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况如下： 

1、类金融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对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类金融业务投资情况。 

2、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投资产

业基金、并购基金的情形。 

3、拆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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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存在借予他人

款项的情形，具体如下： 

2020 年 6 月，公司向供应商佛山市顺德区鸿澳电镀五金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700 万元、向供应商清远市伟豪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00 万元。 

借款人 关系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利率 期限 

佛山市顺德区鸿澳

电镀五金有限公司 
供应商 700.00 6% 2020.6.22-2020.12.31 

清远市伟豪佳表面

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商 200.00 6% 2020.6.10-2021.6.10 

佛山市顺德区鸿澳电镀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澳电镀”）为公司滑轨

表面电镀处理长期合作的主要供应商，清远市伟豪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伟豪佳”）主要为公司提供铰链镀镍表面处理。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已收回清远市伟豪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200.00 万元及利息，佛山市顺德区鸿澳电镀五金有限公司借款 700.00 万元及利

息。 

综上，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要求，公司

拟将上述向供应商提供的 900 万元借款金额在履行相关程序后，从本次募集资

金总额中予以扣除。 

4、委托贷款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委托贷

款的情形。 

5、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以超过

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情形。 

6、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购买短期理财产品，公

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随时赎回、收益相对稳定、风险相对较低的银行理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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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属于财务性投资范畴。 

7、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投资金

融业务的情形。 

8、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 

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拟实施

财务性投资的相关安排。 

综上所述，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除公司向供应商提供借

款 900 万元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况。 

二、最近一期末持有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研发、生产、销售精密金属连接件，以及消费电子产品

的设计研发、品牌推广和海外线上运营、线下渠道开拓，形成了“家居生活+消

费电子”双轮驱动的业务格局。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

金融业务）情形，具体如下：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司不存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2、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借予其他企业款项 2,576.71 万元，

分别为星徽精密制造泰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星徽”）1,661.71 万元、佛

山市顺德区鸿澳电镀五金有限公司 711.67 万元（其中本金 700 万元）、清远市

伟豪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 203.33 万元（其中本金 200 万元）。 

泰州星徽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借款在泰州星徽为子公司时已经

形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将泰州星徽 100%股权转让给广东星徽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根据公司与广东星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协商的还款计划，应收泰州星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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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预计在 2021 年还清。 

上述资金拆借事项与主营业务不相关无直接关联，其他应收款中借予其他

企业款项 2,576.71 万元属于财务性投资。 

3、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长期股权投资 303.16 万元，2018 年泽宝技术出资 300

万元取得广州蜜獾软件有限公司 15%股权。广州蜜獾软件有限公司是一家软件

信息服务商。 

上述投资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无直接关联，属于财务性投资。 

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2,511.58 万元，系公司

子公司泽宝技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而投资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Navitas 

Semiconductor Inc.和大象声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现就上述投资事项具体

分析如下： 

（1）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线充电芯片，在无线充电领域拥有多

项核心技术。泽宝技术为加强和提高自身无线充电产品的性能和竞争力，于2017

年出资 559 万元投资了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泽宝技术

持有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 0.84%股权。该投资为公司围绕优化自身产品所作

出的战略性布局，属于战略性投资。 

（2）Navitas Semiconductor Inc.是世界上第一家 GaN（氮化镓）功率芯片公

司，拥有一支强大且不断成长的功率半导体行业专家团队，在材料、器件、应

用程序有多项专利。泽宝技术为优化提高自身 GaN（氮化镓）充电产品的核心

性能参数，于 2018 年通过 SKL 出资 99.9999 万美元，投资了 Navitas 

Semiconductor Inc.。截至 2020 年 9 月末，SKL 持有其 0.668%股权。该投资为

公司围绕优化自身产品所作出的战略性布局，属于战略性投资。 

（3）大象声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机器听觉人工智能公

司之一，致力于提供尖端的智能语音增强和语音交互解决方案。泽宝技术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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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身蓝牙音频类产品和行车记录仪、婴儿监护器等视频类产品的智能水平和

语音交互功能，于 2020 年 1 月出资 1,000 万元取得大象声科（深圳）科技有限

公司 2.50%的股权。该投资为公司围绕优化自身产品所作出的战略性布局，属

于战略性投资。 

5、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非公众公司可转债为 900.00 万元。

2019 年 5 月，泽宝技术基于业务发展需要与深圳市酷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投资协议确认为非公众公司可转债，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可转债未达到转股条

件。 

深圳市酷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物联网领域的智能插座、智能

开关、智能灯泡等一系列智能家居产品及整体智能家居解决方案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泽宝技术的上述投资系为拓展和优化自身

智能家居相关产品的战略性布局，属于战略性投资。 

综上所述，泽宝技术通过投资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 Navitas 

Semiconductor Inc.、大象声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酷客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可以有效整合和掌握相关核心资源，有利于其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产

品，提高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对

以上企业的投资主要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公

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属于战略性投资。除上述投资外，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财务性投资金额 2,879.87 万元，占同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资产的 1.46%，占比未超过 30%。因此，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

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情形，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

核问答》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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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本所出具的《关于星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是否

属于财务性投资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天津            中国注册会计师： 

 

                                         年   月   日 



 

4-3-7 



 

4-3-8 



 

4-3-9 



 

4-3-10 



 

4-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