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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锂电池隔膜产业资产整合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锂电池隔膜产业资产整合暨关联交易概述 

锂电池隔膜产业为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力发展的主

导产业。目前，公司锂电池隔膜产业存在内生孵化的中材锂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材锂膜”）及外延并购的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中锂”）

两个法人主体。为进一步发挥协同效益，持续做大做强锂电池隔膜产业，公司拟

对中材锂膜及湖南中锂进行资产整合。 

本次整合以 2020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对中材锂膜和湖南中锂股权进行审计

和评估，基于评估结果确定交易对价。方案概述如下： 

1、湖南中锂之股东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将

所持湖南中锂 10%股权转让于长园（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一期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长园一期”），将所持湖南中锂 20%股权转让给长园（深圳）新

能源汽车产业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园二期”）；（上述事项已

经长园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2、公司、长园一期及长园二期分别对湖南中锂（100%股权估值：评估值

168,307.34 万元）增资 67,000 万元、7,700 万元及 25,300 万元，合计增资 100,000

万元； 

3、湖南中锂全部股东（公司、长园一期、长园二期及莘县湘融德创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湘融德创”））以其持有的湖南中锂股权价值（100%股权

估值：评估值 168,307.34 万元+增资额 100,000 万元）对中材锂膜进行增资； 

4、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集团”）将其对中材锂膜的 10,000

万元债权对中材锂膜增资。（债权情况详见《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材锂

膜向中材集团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本次整合完成后，公司、中材集团、南玻有限、长园一期、长园二期、湘融

德创及盈科合众分别持有中材锂膜 59.43%、3.12%、4.41%、7.64%、18.38%、



5.25%、1.77%股权，公司锂电池隔膜产业将形成统一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运营管

控平台，湖南中锂成为中材锂膜之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方之一中材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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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前，公司与中材集团未发生投资相关类别的交易。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经与会

董事投票表决，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新华、薛忠民回

避表决）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锂膜产业资产整合的议案》。本次交易涉

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 号 

注册资本：188,747.9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育先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非金属材料及合成材料（包

括玻璃纤维、玻璃钢复合材料、人工晶体、工业陶瓷、水泥及制品、混凝土、新

型墙材）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工程承包；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的加工；

上述材料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资产重组及企业收购、兼并、转让的咨询；资产

受托经营；承包境外建材及非金属矿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汽车的销售；与

主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材集团总资产

2,616,220.23 万，净资产 1,424,087.03 万，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26,606.39 万，

净利润 251,175.73 万。 

中材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长园一期 

企业名称：长园（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LNKEXP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园（珠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物联网技

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企业管理；创业空间服务。 

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长园（珠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180 1% 

长园集团 17,820 99% 

合计 18,000 100% 

长园一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长园二期 

企业名称：长园（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LNJB91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园（珠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从事与外国（地区）企业相关的非营利性业务

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创业空间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长园（珠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360 1% 

长园集团 35,640 99% 

合计 36,000 100% 

长园二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中材锂膜 



企业名称：中材锂膜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滕州经济开发区顺河西路 368 号 

成立时间：2016 年 3 月 10 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研究、制造与销售；经营本企业相关产品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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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3.3%，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玻有限”）持股 33.3%，滕州盈科合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盈科合众”）持股 13.3%。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材锂膜总资产

179,700.48 万元，净资产 11,975.88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692.64 万元，

净利润-9,051.91 万元；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材锂膜总资产 198,628.46 万元，

净资产 12,421.62 万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9,208.43 万元，净利润 438.75

万元。 

（二）湖南中锂 

企业名称：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3,394.11 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林路 11 号 

成立时间：2012 年 1 月 12 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及透膜的生产与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设

备及附属设施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60%，长园集团持股 30%，湘融德创持股 10%。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湖南中锂总资产

295,058.01 万元，净资产 126,662.65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973.97 万

元，净利润-22,667.19 万元；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湖南中锂总资产 304,999.11

万元，净资产 128,946.72 万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068.76 万元，净

利润 2,289.19 万元。 

五、整合方案 

（一）审计、评估情况及交易价格 



1、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以2020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中材锂膜及

湖南中锂进行审计，经审计，中材锂膜总资产156,479.99万元，净资产15,659.55

万元；湖南中锂母公司总资产259,851.10万元，净资产149,130.98万元。 

2、公司聘请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20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标

的公司进行评估，经评估中材锂膜资产基础法评估值38,616.25万元，湖南中锂资

产基础法评估值168,307.34万元。 

本次交易拟以中材锂膜及湖南中锂资产基础法估值作为评估结果，并以该评

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 

即，湖南中锂100%股权价值为168,307.34万元，湖南中锂增资价格为2.0182

元/股； 

中材锂膜评估值为38,616.25万元；2020年9月，中材锂膜全部股东补缴出资

款3,872万元。综上，本次整合中材锂膜100%股权价值为42,488.25万元。即，中

材锂膜增资价格为1.4163元/股。 

（二）交易方案 

1、公司及长园一期、长园二期分别对湖南中锂增资67,000万元、7,700万元

及25,300万元，合计增资100,000万元； 

2、湖南中锂全部股东（公司、长园一期、长园二期及湘融德创）以其持有

的湖南中锂股权价值（评估值168,307.34万元+增资额100,000万元）对中材锂膜

进行增资； 

3、中材集团将其对中材锂膜10,000万元债权转增中材锂膜股本。 

本次整合完成后，中材锂膜注册资本将从30,000万元增至226,503.10万元，

湖南中锂将成为中材锂膜之全资子公司。整合前后中材锂膜股东持股变化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整合前 本次增加注

册资本 

整合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公司 16,000.00 53.33% 118,608.02 134,608.02 59.43% 

中材集团   7,060.65 7,060.65 3.12% 

南玻有限 10,000.00 33.33% - 10,000.00  4.41% 

长园一期 - - 17,320.24 17,320.24 7.64% 

长园二期   41,630.65 41,630.65 18.38% 

湘融德创 - - 11,883.54 11,883.54   5.25% 



盈科合众 4,000.00 13.33% - 4,000.00  1.77% 

合计 30,000.00 100% 196,503.10 226,503.10 100.00% 

（三）资金来源： 

公司：自筹资金； 

长园一期：现有限合伙人长园集团自筹资金； 

长园二期：现有限合伙人长园集团自筹资金及新引入的有限合伙人珠海格力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四）湖南中锂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公司 

乙方 1：长园一期 

乙方 2：长园二期 

丙方：湖南中锂 

1、增资作价依据及增资额 

协议各方同意聘请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丙方截至2020年6月30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经基础法评估，丙方净资产评估价值168,307.34

万元，即丙方的每股净资产2.0182元。 

甲方以现金67,000万元向丙方增资，认购丙方新增注册资本33,197.90万元；

乙方以现金33,000万元向丙方增资，认购丙方新增注册资本16,351.20万元，其中

乙方1以现金7,700万元向丙方增资，认购丙方新增注册资本3,815.28万元，乙方2

以现金25,300万元向丙方增资，认购丙方新增注册资本12,535.92万元。 

本协议约定增资后的丙方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及对应的认缴出资额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公司 50,036.47 60% 83,234.37 62.61% 

湘融德创 8,339.41 10% 8,339.41 6.27% 

长园一期 8,339.41 10% 12,154.68 9.14% 

长园二期 16,678.82 20% 29,214.75 21.98% 

合计 83,394.11 100% 132,943.21 100.00% 

2、增资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之日起60日内，甲方、乙方

应当将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款全额缴付至丙方指定收款账户。 

3、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如甲方、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缴纳增资款，未

足额缴纳部分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LPR向丙方支付

违约金。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承诺或保证的，即构成违约，守约方

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维护自身权益而

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 

4、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以下条件均成就之日起生效： 

（1）甲方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增资； 

（2）乙方的合伙人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增资； 

（3）丙方各股东将其持有的丙方股权对中材锂膜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涉及的

《关于中材锂膜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已经签署且生效（或者相关协议与本协议同

时生效）。 

目前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后续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整合完成后的治理结构及人事构架 

整合后的中材锂膜治理架构如下： 

设董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公司提名3人，长园一期/长园二期提名1人，

湘融德创提名1人，董事长由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设监事会，由3人组成，其中：公司提名1人，南玻有限提名1人，职工监事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公司提名的监事担任，经监事会选举产生； 

设总经理1人，财务总监1人，副总经理若干人，由公司提名，经董事会聘任。 

六、本次整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整合将使公司锂电池隔膜产业在股权架构及治理结构层面实现清晰、决

策高效的统一平台，建立总部+N 个工厂的管控模式，提高决策及管理效率，有

利于公司持续做大做强锂电池隔膜产业；本次整合的同时，增资 10 亿元将大幅

改善中材锂膜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中材锂膜获得银行授信，进一步提供融资能

力，同时有效保障后续新建项目投资及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及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原则，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交易

公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同意董事会关于公司锂电池隔膜产业资产整合的

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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