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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股份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主持人：董事长 国宁先生 

   

序号 会    议    内    容 

1 审议各项议案 报告人 

（1）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运通四方汽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运通国

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 
周莺 

2 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发言及答疑 

3 对需审议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1） 总监票组织监票小组 

（2） 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 

（3） 统计有效表决票 

4 宣布表决结果 

5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6 由公司聘请的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7 大会结束 

备注 

与会人员：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10月 25日上午 9: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兴国路 398号二楼会议室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梅雪 0571-862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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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运通四方汽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

运通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浙江铁流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全资子

公司雷势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势科技”）于 2021年 8月 27日

与运通四方汽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四方”）和福建运通国联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国联”）（以下统称“交易相对方”）签订

《雷势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与运通四方汽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运通国

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苏敬樵、郑智雄、广东省运通四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福

建省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之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根据协

议安排，雷势科技收购交易相对方主营业务涉及的经营性资产，及交易相对方持

有的广东省运通四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汽配”）100%股权和福

建省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汽配”）100%股权（以下统称“标

的公司”）。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预计交易价格不超过 18,000 万元（最终

价格以实际交割日价格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运通汽配及国联汽配将成为公

司子公司雷势科技之全资子公司。具体股权结构调整情况如下： 

收购前股权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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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收购后股权架构图如下：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运通四方汽配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和福建运通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延伸公司经销网络、拓宽公司销售渠道、扩大公

司销售规模，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及长

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铁流股份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6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相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运通四方汽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运通四方汽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8,963,333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07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 苏敬樵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广从八路 771、773号 

经营范围 

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房屋租赁；货物

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软件开发；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

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零配

件零售；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广告业；汽车零配件

批发；机械技术咨询、交流服务；道路货物运输；汽车修理与维护 

实际控制人 苏敬樵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审计，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94,501,861.07 

净资产 261,849,039.21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60,691,530.53 

净利润 3,793,185.03 

注：以上 2020年度营业收入含需抵消的关联交易收入 20,071,589.52元。 

2、与上市公司关系说明 

上市公司系运通四方离合器产品供应商之一，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与运通四

方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福建运通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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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福建运通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7,700,000元 

成立日期 2004年 11月 24日 

法定代表人 苏敬樵 

住所 福建省南安市滨江机械装备制造基地滨江大道 6号 

经营范围 

汽车配件研究开发；普通货运；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销

售：汽车配件、润滑油（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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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运通四方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审计，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31,047,061.89 

净资产 101,039,152.99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99,437,311.34 

净利润 5,284,413.01 

注：以上 2020年度营业收入包含需抵消的关联交易收入 10,326,699.79元。 

2、与上市公司关系说明 

上市公司系运通国联离合器产品供应商之一，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与运通四

方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广东省运通四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东省运通四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0,000,000元 

成立日期 2018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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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苏敬樵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长腰岭工业区自编 1号 A座 

经营范围 

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机动车修理和

维护；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 

主要股东 运通四方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未审计，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7 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9,022,031.72 10,051,028.23 

负债总额 77,045,722.08 170.42 

资产净额 31,976,309.64 10,050,857.81 

 2021 年 1-7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70,595,975.06 3,609,553.18 

净利润 1,925,451.83 -98,477.65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1,925,447.93 -98,691.10 

2、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福建省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福建省国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9,000,000 元 

成立日期 2018年 10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 苏敬樵 

住所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霞美镇滨江机械装备制造基地滨江大道 6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润滑油销售；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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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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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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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 运通国联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未审计，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7 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8,799,976.20 5,014,244.42 

负债总额 77,583,312.99 2,000.00 

资产净额 21,216,663.21 5,012,244.42 

 2021 年 1-7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35,373,454.97 0.00 

净利润 2,204,418.79 -1,703.54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2,204,416.36 -1,703.54 

2、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股权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收购方：雷势科技 

交易相对方：运通四方和运通国联 

标的公司：运通汽配和国联汽配 

实际控制人：苏敬樵 

关键人士：苏敬樵与郑智雄 

（二） 收购目的 

收购方拟收购交易相对方主营业务涉及的经营性资产及其部分子公司股权

并承接主要的业务合同。 

（三）收购步骤 

（1）收购方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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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相对方应按本协议约定将标的资产以转让、出售等方式转移至标

的公司，标的公司应向交易相对方支付相应的对价（下称“资产对价”）。标的资

产为与交易相对方主营业务（即汽配零部件销售业务）相关的全部经营性资产、

子公司股权、无形资产等资产。 

（3）收购方以向标的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或增资款或提供担保等方式向标的

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并由标的公司向交易相对方支付资产对价方式履行完毕剩余

交易价格的支付义务。其中标的公司应在办理完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且正式审

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日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剩余交易价格（不计息）。 

（四）资金支持借款 

本协议签署并经收购方母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收购方同意

根据交易相对方的书面要求，在支付转股款前向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最高不超

过 6,000 万元的借款（“资金支持借款”）。收购方将前述资金支持借款全部支付

至标的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由标的公司按业务开展需求借取。前述借款资金达

到前述指定的账户后，收购方对标的公司的收支情况进行审批监管，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上述资金支持借款的使用，及交易相对方自筹借给标的公司的资金使用。 

上述资金支持由运通四方股东以其持有的运通四方 4,000 万股的股份作为

担保质押给收购方。实际控制人应确保运通四方股东根据收购方要求及时、积极

配合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由收购方与运通四方及其他相关

自然人/法人另行签订。 

（五）工商登记 

标的公司应在收购方支付转股款后的 20 日内，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因不可抗力及相关工商部门审批原因，前述期限应予相应延长。 

股权收购完成日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管、

财务负责人均由收购方指定的人员担任，于实施股权变更工商手续时一并变更前

述董监高人员等事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预留在银行的法人印鉴等均应相应更

换。 

（六）交易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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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确定，各方以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后的标的公司净资产额（扣除商标、专

利、开展业务所需运行系统等无形资产净值）与标的公司账面应付交易相对方账

款（该应付款是标的公司与交易相对方之间应收应付抵扣后的账款，包括货款及

借款等负债）之和为参考依据，协商后确认最终收购交易对价。 

基准日后的 60 日内收购方委托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且经交易相对方认可

的中介机构将以 2021 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出具审计报告。 

各方确认，在基准日后 60 日内，收购方应对标的公司的可辨识资产完成盘

点，对净资产按审计报告进行确认。如发现实际注入的资产与交易相对方于基准

日提供的财务数据有差异，差异部分应在最终交易价格中相应调整。 

审计基准日前标的公司因开展业务形成的利润归交易相对方所有。  

（七）转股款的支付时间 

交易相对方应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支付转股款，且该转股款支付时间不晚

于 2021 年 10月 31 日： 

（1）各方签署本协议且本协议生效后； 

（2）截至基准日交易相对方与标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相互抵扣后，交易

相对方不存在对标的公司欠款； 

（3）双方就审计报告初稿数据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 

（八）资产对价的支付时间 

标的公司应按如下约定向交易相对方支付完毕其已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 

各方在签订本协议并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后，收购方应在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工

商登记完成后且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日内向标的公司提供业务资金，并以

双方确定的最终交易价格为准，扣除已支付的转股款和标的公司已付交易相对方

应付款后支付已转移至标的公司的资产的剩余对价。 

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的应收款（仅指截至基准日前标的公司

形成的应收款）无法收回的，由交易相对方向标的公司补足，交易相对方向标的

公司补足上述款项后标的公司再收回相关款项的，应及时（2个工作日内）向交

易相对方无息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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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根据本协议定义的标的资产在基准日前未转移至标的公司的部分，交易

相对方保证陆续转移进标的公司，在基准日后 6个月内完成转移，收购方支付后

续转移部分的资产对价。收购方应保证标的公司在后续受让该标的资产后 7个工

作日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相应的资产转让对价。 

（九）管理团队留任及竞业限制 

苏敬樵先生同意在收购完成后继续在标的公司担任名誉董事，并承诺自基准

日之日起 5年内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标的公司构成相竞争关系的业务，且标的公

司不需要支付苏敬樵先生的竞业禁止补偿金。 

除本协议或双方另有约定外，本次资产交割完成日后交易相对方及其关联方

不得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标的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任何其他业务经营活动。收

购方同意交易相对方为取得供应商返利而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发生新的采购

业务，但交易相对方应提前向收购方报备该次新增采购业务。交易相对方及其关

联方因处理未纳入本次标的资产范围的存量存货而发生的业务或前述新增采购

业务不属于前述限定的竞争业务，但交易相对方承诺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未经

收购方同意不得发生新的汽配零部件采购业务。如交易相对方销售前述存量存货

的，应与标的公司签署代理销售协议。如交易相对方及关联方拟对外销售前述存

量存货的，应告知收购方，双方协商处理。 

五、涉及本次交易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者

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独立性。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是汽车核心传动部件细分领域的大型制造型企业，年产离合器产品约

600 万套，产品型号近两千种，基本可适配 90%以上的车型，产能规模及市场份

额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国联汽配和运通汽配是汽车后市场经营积累数十年的大

型汽车零部件智慧服务企业，有着先进的智慧供应链及完善的经销网络，产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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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齐全，能为汽车后市场，尤其是商用车后市场客户提供线上及线下多维度一站

式购齐的汽车智慧服务和体验。本次公司通过子公司雷势科技平台收购国联汽配

和运通汽配，有利于资源的互通，有助于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公司销售规模，提

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及长远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运通汽配和国联汽配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将纳入公司

的合并报表范围，其经营范围等业务属性未发生变化，亦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

理财等相关情况。 

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铁流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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