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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公告（二）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属于各方合

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本协议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

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涉及的金额及条款为意向性金额、意向性条款。最终交易条件以

各方签署的最终交易文件为准。目前无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的影响。如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和推进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

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五、其他相关说明”

的情况。 

 

一、本协议签署的概况 

1、本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为实现各方优势互补，进一步推动各方优势资源协同，促进各方可持续发展，

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

车检测”）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在深圳与冯国全、梁浩铭、区子豪、彭焰、冯

国锋、何毅、广东粤检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粤检”）签署《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买资产框架协议》。 

2、应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协议为各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涉及的金额及条款为意向性金额、意

向性条款，最终交易条件以各方签署的最终交易文件为准，公司将根据本协议的

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签署对手方介绍 

1、协议签署对手方基本情况 

姓名 国籍 身份证 住所 

冯国全 中国 440301***** 深圳市***** 

梁浩铭 中国 440301***** 深圳市***** 

区子豪 中国 440301***** 深圳市***** 

彭焰 中国 440102***** 广州市***** 

冯国锋 中国 440620***** 中山市***** 

何毅 中国 442000***** 中山市*****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交易对手方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2、广东粤检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WE1G0X 

法定代表人：冯国全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 7 月 13日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宜德行工业厂区厂房 B栋 1层 

主营业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二手车经纪。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与广东粤检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广东粤检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冯国全、梁浩铭、欧子豪 

乙方二：彭焰、冯国锋、何毅 

丙方：广东粤检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截止本框架协议签署日，乙方一实际持有广东粤检 100%股权；乙方二实际

持有以下检测站控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检测站名称 股东名称 合计持股情况 

广州市番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梁浩铭、彭焰 77.58% 

珠海市宝珠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冯国全、冯国锋 80% 

珠海市金佳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冯国全、冯国锋 80% 

珠海市金达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冯国全、冯国锋 90% 

中山市宝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中山宝业

站下设中山市宝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板

芙分公司） 

冯国全、冯国锋 65% 

中山市宝汇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冯国全、冯国锋、何毅 80% 

中山市港恒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冯国全、冯国锋、何毅 65% 

现各方有意对上述广东粤检及目标公司进行股权重组，并于重组完成后由甲

方通过购买广东粤检股权及对广东粤检增资的方式，最终甲方取得广东粤检 51%

的股权，并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第一条 收购前重组方案 

1.1 乙方同意，自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广东粤检及目标公司的股

权重组。股权重组完成后广东粤检持股情况如下： 

 



检测站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情况 

广州市番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粤检 51% 

珠海市宝珠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粤检 51% 

珠海市金佳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粤检 57% 

珠海市金达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粤检 60% 

中山市宝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中山宝业

站下设中山市宝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板

芙分公司） 

广东粤检 51% 

中山市宝汇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粤检 51% 

中山市港恒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粤检 51% 

第二条  本次交易的价格 

2.1 股权重组完成后，各方应同意由安车检测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

对广东粤检及其实际控制的广州市番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51%股权、珠海市

宝珠汽车检测有限公司51%股权、珠海市金佳汽车检测有限公司57%股权、

珠海市金达汽车检测有限公司60%股权、中山市宝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中

山宝业站下设中山市宝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板芙分公司）51%股权、中山市

宝汇汽车检测有限公司51%股权、中山市港恒汽车检测有限公司51%股权进

行评估，本次投资的最终价格将以评估机构评估的结果为依据，由协议各方

协商确定。各方预估的资产价格不高于720万元。 

2.2 各方同意，甲方对广东粤检支付的增资款不超过2,500万元，专款用于在深

圳、中山、珠海、广州等地建设预计8家左右大车线检测站，其中2021年建

站3家，2022年建站5家，检测站的建设期及爬坡期合计约1.5年。建站花费

以各站实际用款情况为准，甲方委派的财务负责人负责对款项支出进行监管。

增资款新建站若采购新设备应采购甲方设备。 

2.3 各方同意，甲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支付交易价款，具体支付方式及款项支付

先决条件以正式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第三条 本次交易安排 

3.1 8家目标公司（即原有站点）在应承诺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合计净利润数

（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22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年 2026年 

不低于 800  不低于 840 不低于 882 不低于 926 不低于 972 

3.2 因新站（即投资完成后新设站点）有爬坡期，业绩承诺方应承诺新建站在承

诺期内各年度合计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22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年 2026年 

不超过-240  不超过-440 不低于 360 不低于 1,350 不低于 2,038 

3.3 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如广东粤检及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等

于或超过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的90%，则业绩承诺方无须承担补偿责

任，否则应按照正式交易文件约定承担补偿责任。 

3.4 各方同意，若8家目标公司（即原有站点）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总和超过第3.1

条约定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且新站（即投资完成后新设站点）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总和超过第3.2条约定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期届

满后，甲方同意将广东粤检及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总

和超过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数总和部分的60%（但最多不超过交易价款的

40%）作为奖金奖励给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成员。具体奖励方式以正式

交易文件约定为准。 

3.5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东粤检应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4

名董事由安车检测提名，剩余3名董事由乙方一提名，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应由安车检测提名董事担任。广东粤检设1名监事，由安车检测提名人选担

任。在办理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同时，各方应当协助广东粤检司办妥

安车检测提名董事及监事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 

3.6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东粤检设1名财务负责人，由安车检测委派，并由广东

粤检董事会聘任。广东粤检的高级管理人员由广东粤检董事会聘任。 

3.7 乙方应承诺不得进行同业竞争。 

 



第四条 保密及排他条款 

4.1 协议各方应对本次交易有关事宜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框架协议所必须以及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外，不得向任何协议各方以外的其他人披露有关本框架协

议的任何信息。对于本框架协议及有关本框架协议的任何文件，各方应谨慎

保管。 

4.2 前款规定不适用于一方就本次交易而向聘请的专业人士进行的披露（但应保

证该等专业人士同样负有保密义务），同时亦不适用于已进入公众领域的信

息（除非是因一方违反本条保密义务而进入公众领域的信息）。 

4.3 各方同意，自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为排他期，甲方享有与乙方

就本框架协议项下关于广东粤检及目标公司相关投资交易进行协商和谈判

的独家排他权利。在排他期内，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或其关联方不

得与任何第三方洽谈与本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相同和类似的事宜。 

 

四、框架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长期服务于机动车检测行业，是国内少数能同时提供机动车检测系统全

面解决方案、智能驾驶员考试与培训系统解决方案、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解决方

案与机动车行业联网监管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能够全面满足客户在产品与系统

方案的设计、安装集成、运营维护以及行业监管等各方面的需求。同时，公司结

合现有产业布局和未来检测服务等下游行业的发展方向，重点拓展检测运营服务

等下游服务市场。 

若本次收购成功，将有利于公司在广东省开展对机动车检测市场的整合，积

极推进广东省地区检测运营业务扩张，开展机动车检测运营品牌推广，提高公司

整体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最终交易条件以最终签署的文件为准，目前无法准确

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如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和推

进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

性构成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交易对手方形成重大依赖程度。 



公司将根据本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履行具体情况如下： 

披露时间 框架协议名称 履行情况 查询索引 

2019 年 10

月 17 日 

《关于签订购买资产框架

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履行完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new/index） 

2021年 7月

1 日 

《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的公告》 
履行中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new/index） 

2、在签署本协议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

股未发生变动。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

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股份减持计划的通知。 

 

六、备查文件 

1、《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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