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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ST林重          公告编号：2021-0018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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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名

下的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 29.19575%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32,000,000.00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

动。 

2、本次交易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交易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林州重机”） 为

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加强在智能化矿山建设中智能装备制造、虹膜应用

领域的布局，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收购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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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机控股”）持有的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科虹霸”或“标的公司”） 29.19575%的股权，本次交易价

格为人民币 132,000,000.00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不会发生变动。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与重机控股签署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意向书》。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

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的审计和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中科虹霸的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458,632,300.00 元，重机控股持有中科虹霸

29.19575%的股权，重机控股持有的股东权益评估值约为人民币

133,901,139.73 元。经公司与重机控股协商决定，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

人民币 132,000,000.00 元。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以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郭现生、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与重机控股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重机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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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670068493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郭现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17 日 

住所：林州经济开发区陵阳路北段 

经营范围：铸锻件、模锻件、铝合金、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建材

销售；投资管理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郭现生 2,080 20.80% 

韩录云 1,320 13.20% 

郭浩 3,300 33.00% 

郭钏 3,300 33.00% 

合计 10,000 100.00% 

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1 资产  1,618,111,289.42    1,771,317,457.82  

2 负债 555,776,890.24  634,807,854.86  

3 所有者权益   1,062,334,399.18     1,136,509,602.96  

4 营业收入 572,164,598.01  391,727,913.99 

5 净利润 50,839,198.45 74,175,203.78 

注：2019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其他说明：经公司自查得知，重机控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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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8797597536U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现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60.967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19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45 号中关村智造大街 F 座 4 层 401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

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

电子产品、通讯设备。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390.00  29.19575% 

北京中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  8.40165% 

堆龙德庆星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0.00  7.35145% 

孙哲南         358.13  7.52211% 

李志刚         302.50  6.35375% 

马力          50.00  1.05021%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6.67  8.75172%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25.00  21.52924% 

北京中科胜云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310.00  6.51128% 

何召锋          40.00  0.84017% 

王阳生          39.38  0.82704% 

深圳恒邦致远六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30  1.66563% 

合  计       4,760.97  100.00000% 

与公司关系：中科虹霸为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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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公司自查得知，中科虹霸不存在股权、资产被质押、被诉讼

的情况，也不涉及其他重大争议、被查封、冻结的情况。 

（2）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中科虹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

计金额为人民币 240,000.00 元。 

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机器视觉、生物特征识别等人

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与成果转化，是掌握成熟虹膜特征生

物识别技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标的公司的虹膜识别核心技术来自

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近 20 余年积累的科研成果，具有千万人级别的数

据积累和项目经验积累，着力打造低价、易用的行业产品，以虹膜应用

为核心，建设行业级、城市级生物特征云服务认证平台，为国家和公民

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身份认证服务。主要应用领域：为军队、公安、

司法、矿山、金融、医院、出入境等领域提供虹膜识别产品及综合解决

方案。 

公司本次收购其股权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审计报告，合理且采取公允的价值收购了重机控股持有的中科虹

霸 29.19575%的股权，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标的公司的审计情况 

中科虹霸聘请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科虹霸进

行了审计。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中科虹霸最近两年的财

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1 资产 53,012,993.75 58,240,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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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债 11,690,263.70 20,374,567.00 

3 所有者权益 41,322,730.05 37,865,662.20 

4 营业收入 29,163,189.14 45,073,479.83 

5 净利润 -23,842,637.14 -14,467,514.8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中科虹霸聘请了华宇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科虹霸的

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中

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中科虹霸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8,240,229.20

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0,374,567.00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37,865,662.20 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58,632,300.00 元，评估增值为

人民币 420,766,637.80 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及依据 

本次交易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审

计和评估的结果为基础，本着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由协议

各方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乙方持有中科虹霸 29.19575%的股权 

3、作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1）作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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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根据审计和资产评估的结

果，以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价值数额为基础，双方协商确

定本次被转让股权的交易价格。 

（2）交易价格 

甲方以人民币 132,000,000.00元受让乙方所持标的公司 29.19575%

的股权。 

4、支付方式 

甲方以现金或资产置换的方式进行支付，具体支付方式由双方另行

约定。 

5、相关事宜 

（1）甲方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2）就本协议的签署乙方应当履行必要的程序以使本交易获得内部

权力机构及相关部门的批准。 

（3）甲方、乙方均就转让及受让目标股权依法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

本协议的签署人均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有权签署本协议。 

（4）乙方保证就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所认缴的出资已经按时全额

缴清，对标的股权拥有合法有效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标的股权不存在冻

结、代持情形，未设定质押、查封等其他任何影响股权转让的限制，免

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并且依中国法律可以合法转让给乙方。 

（5）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或

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应

负责赔偿他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和所有直接的损失、损害、责任和/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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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损害赔偿、诉讼、费用、开支、罚款和罚金（包

括律师费及利息）。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丰富林州重机的产品链，取得竞争主动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能源装备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包括煤机装备制

造、矿建服务、军品制造等，还可为煤矿提供成套综采智能装备，以及

带设备采煤等矿建运营服务。主要产品为液压支架、刮板运输机、采煤

机、掘进机等。客户为煤矿企业，主要有神华集团、陕煤集团、龙煤集

团等。标的公司拥有国际领先的虹膜特征生物识别技术，专业从事机器

视觉、生物特征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与成果转化，

是掌握成熟虹膜识别技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核心技术来自于中科

院自动化所虹膜生物识别研究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可为军队、公安、

司法、矿山、金融、医院、出入境等领域提供虹膜识别产品及综合解决

方案。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煤矿自动化、智能化要求的日

益提高，标的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在煤矿安全生产、煤矿建设运营智能化

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和指导意见，研发的产品可绝对避免因煤灰污染对指

纹、人脸等识别的干扰，并可提供井口安检大厅、虹膜考勤机以及基于

虹膜生物特征识别应用的各种智能柜（包括虹膜智能矿灯充电柜、自救

器柜、智能识别衣柜）等高科技设备和服务，能够全面满足建设数字化

智能矿山所需的智能设备和服务的需求。标的公司将虹膜生物识别技术

应用到煤矿安全运营系统（监测监控、人员定位、紧急避险、压风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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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施救和通信联络）中，服务于煤矿“六大系统”，通过虹膜生物特

征识别技术与人员定位、考勤管理、设备管理等系统的融合，搭建科学、

智能的管理控制系统，提高煤矿智能化管理水平，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

促进传统煤矿向智能矿山转型升级。 

公司为煤矿提供井下成套综采智能化设备产品及矿建服务，标的公

司为煤矿提供基于虹膜生物识别技术应用的一系列定位、监控、识别等

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公司与标的公司同为煤矿提供产品和服务，在服务

市场、客户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在产品、业务方面具有高

度的协同性和互补性。同时，公司已在煤机行业精心耕耘近 40 年，对煤

矿智能化产品需求有着很强的敏感性和前瞻性，预计未来煤矿对虹膜产

品及服务将有巨大需求。为抢占虹膜应用等智能化产品的市场先机，通

过受让标的股权提前进行产品布局，后续公司将围绕智能化矿山建设在

智能装备制造、虹膜应用等领域精准发力，确保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掌

握主动，取得高份额的市场占有率。 

2、促进公司产业升级，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中科虹霸是掌握成熟虹膜识别技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

完成股权受让后，可以借助中科虹霸领先的技术，加大科研投入，进入

高科技产业，将虹膜应用扩展到设备控制及设备管理上，提高公司主导

产品的智能化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中科虹霸在军工业务发展方面有一

定的市场，公司与中科虹霸可以相互配合，共享军工技术及市场，助力

军工板块扩大市场份额，优化订单结构，提高订单量，促进公司这一重

要的新利润增长点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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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

动。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中科虹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为人民币 240,000.00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有助于保障公司的稳定发展。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我

们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拟收购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中科虹

霸科技有限公司 29.19575%的股权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需要，公司为

煤矿提供井下成套综采智能化设备产品及矿建服务，标的公司为煤矿提

供基于虹膜生物识别技术应用的一系列定位、监控、识别等高科技产品

和服务，公司与标的公司在服务市场、客户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关

联性，在产品、业务方面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和互补性。 

（2）本次收购股权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董事会已履行相关决

策程序，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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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拟收购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

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 29.19575%的股权，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