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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尼电子”或“公司”）于近日收

到贵所《关于对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2〕

第 6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截止目前，公司拟购的房产尚未与开发商签署

购房协议，也未支付相应的购房款，现就问询函内容及有关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1.独立董事徐树公对上述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反对，其理由为未来全球大势不

乐观，慎重房产固投。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拟购买房产用于办公场地的基本情

况，包括不限于办公场地对应的业务类型、具体用途、容纳人员数量及占公司比

重、相关人员目前办公场所及相关费用支出、购买房产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等，

结合上述情况及购买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等说明拟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

设及办公场地的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购买大额房产是否具备经济性，是否与

公司业务发展相匹配，是否会存在大量闲置或用于出租情形，是否会对公司流动

性产生不利影响，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请其他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你公司结合周边或可比房产价格、深圳润雪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

监高等关联关系等说明本次拟购买房产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

送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3．上述拟购买房产目前正在建设阶段，预计 2025 年满足交付条件。请你公

司说明购买上述房产付款安排，是否与交付安排相匹配，如否，说明公司保证支

付款项的安全性及拟购买房产的可交付性拟采取和已采取的措施，以及相关措施

的有效期，如何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回复： 

一、独立董事徐树公对上述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反对，其理由为未来全球大势

不乐观，慎重房产固投。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拟购买房产用于办公场地的基本

情况，包括不限于办公场地对应的业务类型、具体用途、容纳人员数量及占公司

比重、相关人员目前办公场所及相关费用支出、购买房产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等，结合上述情况及购买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等说明拟购买房产用于项目

建设及办公场地的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购买大额房产是否具备经济性，是否

与公司业务发展相匹配，是否会存在大量闲置或用于出租情形，是否会对公司流

动性产生不利影响，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请其他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购买房产用于办公场地的基本情况 

1、新办公场地对应的业务类型、用途、容纳人员数量及占公司比重情况 

公司本次拟向深圳市润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润雪”）购置其位

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大道与创业二路交汇处雪花科创大厦 1 栋二单元

低区 4-11 层的研发办公楼，用于“智能音视频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品牌

建设及营销渠道升级项目”及配套的中试生产线、总部办公运营场所，具体的办

公场地设计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平方米 

序

号 
类别 功能分区 

拟购买房产建

筑面积 

容纳数量

（人） 

数量

占比 

1 行政职能中心 
综合办公区（含前台区域

等） 
2,300 170 8.5% 

2 
研发中心 

研发办公区 5,200 430 21.5% 

3 研发实验室、中试线 2,000 30 1.5% 

4 营销中心 销售办公区 3,400 270 13.5% 

5 

公共区域 

会议室 1,600 

- - 

6 展厅及接待区 950 

7 员工活动中心 850 

8 

其他配套场地（档案室、

机房、储藏室、卫生间、

电梯间、消防梯等） 

1,865 



 

合计  18,165 900 45% 

注 1：具体面积以双方最终签署的买卖合同及产权证明文件为准； 

注 2：研发中心含现有研发中心的转移和新增募投项目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含现有销
售区域的转移和新增募投品牌建设中心和营销渠道升级中心。 

根据深圳润雪的物业设计容纳人员要求，假设不考虑公摊，以建筑面积测算，

办公场所的人员密度约 12 平方米/人，公司现有使用场地的人员密度为 12.10 平

方米/人。鉴于公共区域、实验室和中试线属于临时性活动或测试的使用场地，

平均密度的办公场所总面积暂不包括前述区域。由此来看，公司拟购置房产预计

可容纳办公人员约 900 人。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拟购买房产所对应现阶段深圳总部员工数量约

471 人，详细情况如下表： 

类别 深圳员工数量（人） 
深圳员工占公司员工

总数的比例 

预计 2025年员工数

量（人） 

销售人员 123 9.26% 270 

研发人员 223 16.79% 460 

行政人员 125 9.41% 170 

合计 471 35.46% 900 

注：拟购买房产使用对象不包括生产人员。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完工投产运营，为满足业务发展和市场规模增长的需求，

公司研发人员、营销人员、财务人员及相关配套人员也需要进一步扩充，预计

2025 年末公司深圳地区员工数量将达到 900 人，深圳员工占公司员工总数的比

例达到约 45%。 

2、公司相关人员目前的办公场所和相关费用投入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拟购买房产的相应人员在深圳的办公场地为宝安区新安街道

鸿辉工业园 5 号厂房以及稻兴环球科创中心 B 座 2 层，以上物业均为租赁所得，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功能分区 
对应建筑面积 

（平方米） 

租赁费用 

（万元） 

1 行政职能中心 
综合办公区（含前台区

域等） 
1,800 100.80 

2 
研发中心 

研发办公区 2,500 140.00 

3 研发实验室 1,500 84.00 



 

4 销售中心 销售办公区 1,600 125.42 

5 

公共办公区域 

会议室 1,050 

280.10 

6 展厅及接待区 800 

7 员工活动中心 600 

8 

其他配套场地（其他配

套场地（档案室、机房、

储藏室、卫生间、电梯

间、消防梯等） 

1,562 

合计  11,412 730.32 

经统计，公司深圳办公楼（不含生产）2022 年 1-5 月租赁费用总计约 304.30

万元，全年租金成本预计 730.32 万元；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根据工业园

区租金调价政策（即 12 月末到期调价），预计未来租金成本将持续上升。同时，

公司亟需拥有一个稳定、长期的办公场所，有利于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提升公司形象，从而吸引高层次人才，保障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3、购买房产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1）购买房产对财务科目的重塑 

根据分期付款的相关约定，公司购买房产后将自签署房屋定制协议之日起于

2022 年-2025 年期间分期支付购房款。公司募集资金购买房产，将会使得货币资

金减少，其他资产类项目增加。 

在不考虑货币资金产生投资收益及其他可能因素情形下，公司购买房产将使

得财务报表相关科目产生重构影响，公司的货币资金逐年减少，预付账款期末余

额逐年增加，自 2025 年交付房产后，公司的固定资产相应增加。 

（2）购买房产对资金的机会成本影响 

实际经营过程中，公司会根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的闲置情况进行现金

管理，享受闲置资金的理财收益。在购买房产的分期付款影响下，公司的流动资

金减少，会损失相应的投资理财收益，即资金占用/机会成本。 

公司自购买房产后，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即理财收益下降，不考虑其他因

素的影响，2022 年-2025 年期间的净利润将会出现相应变动。 

（3）购买房产对现金流的影响 



 

若公司购买房产，结合前文对财务科目和投资收益的综合影响，公司的现金

流将相应变动，2022 年-2025 年每年期末现金等价物减少以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增加。 

按照付款计划，公司将在 2022 年-2025 年分期支付房款，逐年使得期末现金

等价物减少，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一定程度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但是，公司购买房产的资金全部来源于部分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随着公司

经营业绩提升，盈利能力增强，留存利润可以满足日常的经营所需资金。 

（4）购买房产对资产负债率变动的影响 

以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数据为参照，公司购买房产后，财务报表的相关科

目发生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3 月末 2022 年末 2023 年末 2024 年末 2025 年末 

资产总额 261,881.24 263,028.74 263,264.99 263,399.99 263,534.99 

负债总额 33,354.70 33,526.83 33,562.26 33,582.51 33,602.76 

净资产 228,526.54 229,501.92 229,702.73 229,817.48 229,932.23 

资产负债率 12.74% 12.75% 12.75% 12.75% 12.75%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本次购置房产主要影响了货币资金、预付

账款等、固定资产等资产项目的相应调整，对公司每年净利润的影响较小，对资

产负债率的影响较小，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购买房产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购买房产与租赁房产的经济性对比 

（1）同地段的自有房产与租赁的费用比较 

公司直接购买房产用于经营，预计房产原值不超过 60,000 万元，按残值率

5%，使用年限 30 年计算，每年折旧额不超过 1,750 万元。若公司在同等地段租

赁同等面积的办公场所，租赁价格 137 元/平方米（参照同地段稻兴环球科创中

心价格），年租金支出约 2,844.12 万元。因此，公司购买房产每年节约成本不超

过 1,300 万元，增加净利润不超过 1,100 万元，购买房产比租赁更具有经济效益。 

（2）现有租赁面积扩大至购置房产面积的对比 



 

假设现有生产全部外移至中山、总部办公场所不搬迁，公司以现有租赁场所

作为拟购置房产的对应使用项目。现有厂房的面积约为 17,941 平方米、写字楼

的面积 1,146 平方米，以未来市场租金预计的全年租金约 1,383.12 万元。按公司

现有租赁场所计算，公司 2026 年的年租金略低于购买房产的折旧额，但随着房

地产政策的改革和市场的发展趋势，未来的租金成本会越来越贵。 

综上，公司购买房产，一方面可有效规避租赁场地被收回或到期无法续租、

租金费用持续提高、频繁变更工作场地等风险；另一方面，公司可有效减少因分

散的办公场地带来的额外管理成本。在不考虑自有房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下，无论

租赁同地段的办公场所，还是租赁目前的办公场所，公司采取购置房产都比租赁

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若考虑房产土地的增值效应，公司购买房产比租赁房产的

经营方式更具有经济性。 

2、与公司业务发展、办公使用的匹配性说明 

根据 2019-2021 年的增长趋势，公司将 2021 年与 2025 年的预测收入进行对

比，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5年 

营业收入 95,764.00 226,936.39 

人均创收（总部人员） 203.32 252.15 

以 2021 年为基数、年均增长率 10%测算 2022-2025 年营业收入，并结合中

山募投项目投产对 2025 年新增收入贡献。经测算，对公司 2021 年的人均创收

203.32 万元，2025 年的人均创收 252.15 万元，受市场需求、产业政策等影响，

人均创收相应变动是合理的，公司购置房产的发展趋势与业务发展匹配。结合前

文中，购买房产的人均面积和现有场地的人均面积来看，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人才引进下员工数量同步增加，公司购置房产的房屋利用情况良好，不会出现自

有房屋不足或闲置。 

因此，公司购买房产与自身的业务发展相匹配，亦不会存在大量闲置或用于

出租情形。 

3、对公司经营的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以 2022 年第 1 季度财务报表为依据，公司购买房产对流动性/营运能力、资

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目 2022年 3月末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总资产周转率 19.70 2.53 2.27 2.07 1.16 

流动比率（倍） 9.34 7.59 7.37 7.37 7.16 

速动比率（倍） 8.38 6.64 6.42 6.42 6.21 

资产负债率（合并） 12.74% 12.75% 12.75% 12.75% 12.75% 

固定资产收益率 23.79% 264.14% 303.76% 349.33% 587.34% 

总资产收益率 0.49% 5.44% 6.25% 7.18% 12.07% 

注：2025 年度收益中包括首发募投项目投产实现的净利润。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购买房产会减少账面资金，增加资产的折

旧额，降低资金投资收益；公司使用募资资金后仍然保持充足的货币资金，能够

应对保证日常生产经营。在运营资金出现流动性不佳的情况下，会影响到公司的

货款支付等，从而有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具体影响如下：（1）对公司营运

能力的影响。公司购买房产后，在基本假设条件下，固定资产周转率保持较高水

平，总资产收益率呈波动趋势，对日常经营管理影响较小。（2）对偿债能力的影

响。根据偿债指标的变动，公司购买房产后，相应的货币资金减少，速度比率降

低，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减弱；资产负债率的变动不大，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仍

然较强。（3）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随着公司募投项目逐步实施，公司办公环

境得到改善，有利于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增强市场拓展能力，还能抓住市

场增长机遇，进一步扩大公司销售规模，提高公司整体利润水平。另一方面，若

公司经营出现资金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自有房产贷款筹措资金，补充经

营性流动资金以便增强公司经营能力。 

综上，公司购买房产相对于现有租赁厂房的经营方式，除折旧费用优于租赁

费用外，自有房产的资产增值效应和较强的融资属性，使其具有更强的经济效益。

结合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公司购置自有房产与公司业务发展能有效匹配，

不会造成房屋闲置或用于出租情形。随着公司购置房产对人才的引进、技术的提

升和销售的刺激，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经营流动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增

强持续的盈利能力。 

（三）拟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设及办公场地的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 



 

1、公司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设及办公场所的原因和必要性 

公司总部在工业区厂房内，全部为租赁所得，若租赁的房产到期不能正常续

租或在租赁过程中发生出租方违约情况，则公司需要另行租赁房产或购置房产，

不利于运营稳定。过于拥挤与嘈杂的办公环境，不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企业形象，

也不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分散租赁办公楼又不利于整体运营管理，影响

内部沟通和协同效率。 

高端人才的不断扩充是公司产品持续创新及业务规模扩大的重要保障。公司

拟定购置房产地处深圳宝安地铁口，交通便利，有利于员工通勤，有利于吸引研

发、营销等高端人才的聚集。公司经营规模快速增长，为维持市场竞争力和满足

业务发展需求，公司需要不断通过高端人才引入持续加强服务交付及产品研发能

力，同时对与之相适应的办公场地需求也不断上升。 

随着未来公司租赁场所数量和面积的不断增大，公司将面临更高的租赁场地

被收回或者到期无法续租、租金费用持续提高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且分散

的办公场地亦带来额外的隐性管理成本。因此，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含超募

资金）用于场地购置，以适应公司人员引进及业务规模的发展速度，以及提升公

司整体的管理效率。 

2、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设及办公场所的合理性 

（1）购置自有房产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业务开展的稳定性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大，公司对于场地的需求日益提升。若公司未来

长期通过租赁方式运营主要办公场地，存在租赁场地被收回或者到期无法续租、

租金费用持续提高、频繁变更工作场地等风险。公司通过本次募投资金购置自有

办公场所，可以为现有的员工提供独立自主、更稳定的办公场所和研发测试环境，

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开展的稳定性。 

（2）与租赁房屋相比，公司购置物业更具经济效益 

费用支出角度来看，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房产总价不超过 60,000 万元，

相关场地购置预计年折旧费用不超过 1,750 万元。另外，公司目前深圳全部经营

场所的 2022 年第一季度租金为 376.45 万元，全年租金成本预计为 1,550 万元；



 

若公司现有租赁厂房全部作为研发、营销及总部运营，即将生产线全部迁至中山，

购置房产的折旧费与租赁费用基本相当。 

资产权属角度来看，公司租赁房产支付的租赁费用形成一种直接损失，而购

置房产的折旧虽形成一定费用影响到经营业绩，但是，作为公司所有权属资产，

其使用期限较长、保值增值效果高等特点，以及对企业融资形成资产担保效应同

样明显。因此，公司购置房产作为办公场所比租赁更具有经济效益。 

（3）购置房产作为办公场所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对人才的吸引力 

公司所处的行业是典型的人才驱动行业，高端技术人才是消费电子行业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深圳地区作为公司总部所在地、重要市场区域及主要研发部门所

在地，其人才聚集程度及整体素质均处于较高水平，对于办公场所的稳定性、办

公条件及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公司通过在深圳地区购置办公场所，形成持续稳

定的办公场所，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增强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进一步吸纳、培养、管理相应的业务和技术人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购买房产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业务开展的稳定

性，与租赁房产相比具有更佳的经济效益，并有利于树立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

吸引优质高端技术人才，公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购买房产具有必要性。 

（四）其他独立董事的核查和意见 

独立董事范丛明、唐安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房产具备

经济性与必要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固定的办公场所有利于增

强公司未来业务开展的稳定性、树立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吸引优质高端技术人

才、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提高公司资

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的盈利能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房产与公司业务发展能有

效匹配，不会造成大量闲置或用于出租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请你公司结合周边或可比房产价格、深圳润雪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董监高等关联关系等说明本次拟购买房产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

输送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一）拟购置房产周边的可比房产情况 

根据对标的所在区域周边的房产价格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公司拟购买的研

发办公 M0 项目房产周边可对比同期、同性质房产包括：中粮创芯研发中心（与

标的物业距离约 800 米，兴东地铁站 A 出口，目标物业在兴东地铁站 B 出口）。

宝安区范围内对标 M0 办公产品为朗竣广场（西乡街道）和海谷科技大厦（石岩

街道），以上可比房产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 开发商 
备案

均价 

备案单价

区间 
区域 

中粮创芯

研发中心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18 3.8-4.7 

深圳市留仙二路与洪浪北二

路交汇处 

海谷科技

大厦 

深圳市宝安TCL 海创谷科

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3.30 3-4.3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

路与建兴路交汇处 

朗峻广场 
深圳市安佳建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4.95 4.15-6.97 

深圳市宝安西乡街道铁仔路

28 号 

注：价格来源于广东政务服务网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https://bol.szhome.com）；不同

房产的备案价格，受交通便捷性、周边配套齐备度、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因而差异较大。 

公司本次拟向深圳润雪购置的研发办公楼建筑面积约 18,165 平方米，公司

聘请全球知名房地产咨询机构戴德梁行对交易标的价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深

圳市宝安区创业二路雪花科创大厦 1 栋 2 单元 4-11 层物业价值咨询报告》（报告

编号：F/SZ/2206/2325/MN），评估价格为 3.7 万元/平方米。参照同地段范围和相

近区域的地铁口可比房产，与公司拟购置房产的评估价格极为接近，受周边配套、

地理位置和交易模式等因素影响，可比房产与评估价格略有差异。考虑资金占用

成本（以企业贷款利率为例），公司实际的成交价格与评估价格、同地段价格的

差额与资本成本接近。因此，公司购置房产的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二）深圳润雪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拟购置房产的交易方为房产开发商，根据公开资料，深圳润雪的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润雪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21.04.01 

注册地址/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 69 区中粮创芯研发中心 1 栋 1702 

法定代表人 蒋慕川（董事长） 



 

股权结构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0% 

深圳市润投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50%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董事：宋占民、魏强、郭世清 

监事：许艳梅、李鸣秋、刘生柱（2022.04.13 卸任） 

高级管理人员：彭林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对手方深圳润雪为华润置地有限公司（HK 1109）旗下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中，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HK 1109）是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综合型地产开发商之一，2021 年 7 月华润置

地入选“2021 年《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并位列第 62 位，2022 年 5 月，华

润置地入选“福布斯 2022 全球企业 2000 强榜单”并位列第 216 位。 

经核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与深圳润雪无任何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公司与深圳润雪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次交易的定价以深圳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为参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是合理的、公允的。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亦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上述拟购买房产目前正在建设阶段，预计 2025 年满足交付条件。请你

公司说明购买上述房产付款安排，是否与交付安排相匹配，如否，说明公司保证

支付款项的安全性及拟购买房产的可交付性拟采取和已采取的措施，以及相关措

施的有效期，如何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一）购买房产的付款安排与交付安排的匹配说明 

根据公司与深圳润雪关于购买房产的交易价格、付款期限和交付约定进行商

务磋商，双方磋商的分期付款安排如下： 

（1）第一期付款：约定于签署房屋定制协议之日起 3 日内，支付标的物业

总价款的部分； 

（2）第二期付款：约定签署房屋定制协议之日起半年内，支付标的物业总

价款的部分； 



 

（3）第三期付款：取得《预售许可证》后，自签署《深圳市房地产认购书》

及其补充协议之日起 5 日内支付，累计支付至标的物业总价款的 90%； 

（4）第四期付款：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并房屋竣工交付（收到入伙通

知书）之日起 5 日内支付，累计支付至标的物业总价款的 100%。 

根据商品房买卖的操作流程来看，在未取得房产预售许可证前，公司自签署

房屋定制协议起执行分期付款，主要原因系公司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前分期支付购

房款，能享有到深圳润雪将上述房产出售给公司的优惠政策。从相关案例来看，

上市公司普遍采取此类模式，诸如：移为通信（SZ.300590）、铂科新材（SZ.300811）、

岱美股份（SH.603730）等；从经济效益来看，上述付款安排能为公司极大程度

节省房屋的购置成本。 

（二）关于公司保证支付款项的安全性及拟购买房产的可交付性拟采取和

已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通过与深圳润雪协商，在签订正式买卖合同之前签订房屋定制协议，

并要求深圳润雪就房产建设进度、预售证取得、预售合同签订、房产交付、不动

产证办理等事项承诺完成时间，以及约定深圳润雪违反相关条款需支付违约金。

同时，公司拟计划与深圳润雪在房屋买卖协议中协商约定：若因深圳润雪无法及

时取得预售许可证和房产交付，经双方友好协商终止交易，深圳润雪需退还房屋

本金及支付相应的资金损失成本。 

通过上述措施，公司可以有效保证支付款项的安全性及拟购买房产的可交付

性；公司的上述与深圳润雪的相关约定会一直持续至办理完上述房产不动产证为

止，能有效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四、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购买房产与租赁房产相比具有更佳的经济效益，并有

利于树立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吸引优质高端技术人才，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业

务开展的稳定性，公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购买房产具有必要性。公司购置自有房

产与公司业务发展能有效匹配，不会造成房屋闲置或用于出租情形，有利于提高



 

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的盈利能力； 

2、结合周边房产价格、定价依据，公司向深圳润雪购买的房产定价是双方

合理协商确定，且未超出评估价，交易价格公允；深圳润雪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董监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投资者利益； 

3、根据双方拟定的协议约定，公司购买房产的付款安排与房产的交付安排

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符合房产买卖的商业惯例。 

     

特此公告。 

 

 

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一、独立董事徐树公对上述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反对，其理由为未来全球大势不乐观，慎重房产固投。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拟购买房产用于办公场地的基本情况，包括不限于办公场地对应的业务类型、具体用途、容纳人员数量及占公司比重、相关人员目前办公场所及相关费用支出、购买房产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等，结合上述情况及购买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等说明拟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设及办公场地的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购买大额房产是否具备经济性，是否与公司业务发展相匹配，是否会存在大量闲置或用于出租情形，是否会对公司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
	（一）公司购买房产用于办公场地的基本情况
	1、新办公场地对应的业务类型、用途、容纳人员数量及占公司比重情况
	2、公司相关人员目前的办公场所和相关费用投入情况
	3、购买房产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二）购买房产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购买房产与租赁房产的经济性对比
	2、与公司业务发展、办公使用的匹配性说明
	3、对公司经营的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三）拟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设及办公场地的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
	1、公司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设及办公场所的原因和必要性
	2、购买房产用于项目建设及办公场所的合理性

	（四）其他独立董事的核查和意见

	二、请你公司结合周边或可比房产价格、深圳润雪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等关联关系等说明本次拟购买房产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三、上述拟购买房产目前正在建设阶段，预计2025年满足交付条件。请你公司说明购买上述房产付款安排，是否与交付安排相匹配，如否，说明公司保证支付款项的安全性及拟购买房产的可交付性拟采取和已采取的措施，以及相关措施的有效期，如何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一）购买房产的付款安排与交付安排的匹配说明
	（二）关于公司保证支付款项的安全性及拟购买房产的可交付性拟采取和已采取的措施

	四、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