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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1-003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州广电研究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研究院”）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拟通过非公开协

议方式收购广电研究院持有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海

格”）的部分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10 万元）。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为

双方初步协商达成的意向，旨在表达双方对于本次股权转让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

结果。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交割条件等交易具体事项尚需根据对长沙海格的尽

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后，确定交易方案，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并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2．公司参股公司长沙海格为把握战略发展机遇，进一步推动企业发展和提升

风险防范能力，以及保障重大科研项目研发及补充流动资金，拟进行增资提升综

合竞争力，由长沙海格股东嘉兴斗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

兴斗芯”）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对长沙海格增资 200,000,000 元，其中，23,255,813.95

元计入注册资本，176,744,186.05 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放弃长沙海格本次增资优

先认缴权。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沙海格第一大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电研究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长沙海格及广电研究院均为公司关联方，故公司本次拟受让长沙海格股权

事项及放弃长沙海格增资优先认缴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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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受让参股公司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放

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海洲先生、余青松先

生、杨文峰先生、邓家青先生、李铁钢先生、刘彦先生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在董事

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 嘉兴斗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JENPN4L 

2.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61室-22 

3. 成立日期：2020年 9 月 28日 

4.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5.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产业知识产权运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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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合伙人及份额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兴斗芯合伙人及份额信息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链尚（上海）半导体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6,600 31.43% 

2 北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23.81% 

3 徜荣（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0 16.19% 

4 广西联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000 14.29% 

5 长沙市恒其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 9.52% 

6 上海产业知识产权运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4.76% 

 合计 2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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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联关系：嘉兴斗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兴斗芯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 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1.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PFRG45 

2.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163号广电平云广场 A塔 22层 

3. 成立日期：2017年 6 月 21日 

4.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5. 法定代表人：庞铁 

6. 经营范围：卫星通信技术的研究、开发；无人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应用；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

术研究、开发；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机器人系统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

服务；集成电路设计。 

7. 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电研究院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100% 

8.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电研究院总资产31,797.10万元，净资产29,396.28

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4,426.25万元，净利润-1,046.72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广电研究院总资产31,818.85万元，净资产29,394.03

万元；2020年 1-11月营业收入 2,853.40万元，净利润-2.24万元。（数据未经审

计） 

9. 关联关系：广电研究院是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电研究院是公司关联法人。 

1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电研究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 长沙海格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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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70591256B 

（三）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青山路 662 号芯城科技园二期 14 栋 6 楼 601

室 

（四） 成立日期：2013年 6 月 18日 

（五） 注册资本：5,588.251万元 

（六） 法定代表人：刘彦 

（七）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成电路设计；

基础软件、支撑软件、应用软件、地理信息软件开发；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

软件技术转让；软件技术服务；移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安防系统工程、基于位

置的信息系统施工；基于位置的信息系统集成；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电子自

动化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终端设备、物联网

技术、通信产品、智能化技术研发；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基于位置的信

息系统技术服务；家庭服务；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终端设备的生产（限分支机构）；

信息系统工程咨询、规划；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终端设备的销售；北斗卫星导航应

用终端设备的售后服务；智能化技术转让、服务；健康管理；劳动力外包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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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

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八）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长沙海格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85 31.94% 

2 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1,820 32.57% 

3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64.118 19.04% 

4 湖南德丰联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3.251 15.45% 

5 嘉兴斗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882 1.00% 

 合计 5,588.251 100% 

（九）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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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长沙海格总资产 17,044.89万元，净资产 14,836.18

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6,530.19万元，净利润-666.23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长沙海格总资产 18,223.69万元，净资产 15,484.56

万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4,693.99 万元，净利润 648.38 万元。（数据已经

审计） 

（十） 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沙海格第一大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电研究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长沙海格为公司关联方。 

（十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沙海格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受让长沙海格股权事项 

广电研究院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910 万元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10 万元）转

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转让价格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具体以

甲乙双方履行有效决策程序后确定的价格为准。 

2． 股权转让进度：双方需积极推进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审批程序，在本意

向书生效后的 4 个月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3． 本意向书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长沙海格增资事项 

1. 长沙海格增资基本情况 

嘉兴斗芯拟向长沙海格增资 200,000,000 元，其中 23,255,813.95 元计入注

册资本，176,744,186.05元计入资本公积。 

2. 交易定价 

经协商，长沙海格本次增资的交易价格为 8.60 元/注册资本，定价参考依据

为：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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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 A0836 号《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其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长沙海格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15,484.56 万元，对应每注册资本净

资产账面价值 2.77元；长沙海格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46,564.43万元，对

应每注册资本评估价值8.33元。本次增资的交易价格略高于上述资产评估的价格。 

3. 增资资金用途 

根据长沙海格发展需要，本次增资 20,00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重大科研项目研

发及补充流动资金。 

（三）上述两项交易事项完成后，长沙海格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950,000.00 34.05% 

2 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9,100,000.00 11.50% 

3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641,180.00 13.45% 

4 
湖南德丰联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632,510.00 10.91% 

5 
嘉兴斗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814,633.95 30.09% 

 合计 79,138,323.95 100% 

注：广电研究院与公司作为股东方在长沙海格经营战略方面保持高度一致；

湖南德丰联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长沙海格核心团队持股平台。 

五、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 本次公司拟受让长沙海格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目前交易作价尚无法

确定，股权受让具体对价金额、方式等，将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经各方协商同

意，并签订正式协议另行约定。 

2． 本次长沙海格增资交易定价是交易各方在综合考虑了长沙海格的实际经

营状况、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遵循客观、公平、

公允的定价原则，结合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经友好协商，长沙海格本次增资的交易价格为 8.60 元/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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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有利于加强公司与长沙海格的战略协同，提升长沙海格综合竞争力 

长沙海格是以高精度、高灵敏度、高动态、高性能的基带射频一体化卫星导

航定位芯片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可全面提供多源融合导航定

位模块、整机综合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完成受让长沙海格股权后，将成为长沙海格第一大股东，有助于加强公

司与长沙海格在北斗导航领域的战略协同，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北斗导航业务领域

的综合实力。 

同时，长沙海格实施本次增资将有利于增强资本实力，把握战略发展机遇，

推动企业发展和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保障重大科研项目研发，抢占行业技术和市

场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完成，用户市场迎来更新换代需求，民

品应用市场快速拓展，将迎来北斗芯片行业高速发展时期。公司突破北斗三号核

心技术，将以“北斗+5G”领域应用先行者为己任加速开展核心技术成果转化，

精心布局并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可为测量测绘、智能无人系统、应急救援和高

精度授时及智慧城市等应用提供自主可控的核心产品，对于构筑北斗导航全产业

链意义重大。 

上述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

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 

1．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放弃长沙海格增资优先认缴权后，公司将积极协助推

进长沙海格与嘉兴斗芯签订增资协议，以及相关工商变更事宜。 

2．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意

向性约定，具体的交易方案需在对长沙海格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履行相应

的审批程序，且长沙海格其他股东均需放弃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后方能实施，

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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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

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372.07 万元。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拟受让参股公司

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

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

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 

1． 公司与广电研究院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拟收购其持有长沙海格的部

分股权，符合公司的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有利于加强公司与长沙海格在北

斗导航领域的战略协同，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北斗导航业务领域的实力。本次交易

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公司放弃长沙海格增资优先认缴权，符合公司的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

益，有利于长沙海格进一步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提升长沙海格的综合竞争力，

促进长沙海格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 公司与广电研究院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拟收购其持有长沙海格的部

分股权，符合公司的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为双方初步协商达成的

意向，具体交易价格、交割条件等交易事项尚需双方根据对长沙海格的尽职调查

及审计、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后，确定交易方案，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2． 公司放弃参股公司长沙海格增资优先认缴权，是综合考虑本次交易对于长

沙海格的未来发展影响而做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及长沙海格的战略规划及长

远利益。本次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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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20]

第 A0836 号《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 

5．公司与广电研究院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 

6．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