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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以及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事项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补充更新公告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农尚环境”）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关于本公司管理层

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披露《董事会关于

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农尚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经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事后自查，对上述报告书中部分内容作出补充更新，

主要补充更新内容如下： 

一、对《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的更新 

1、对“第三节 利益冲突 ”之“一、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收购方的关联关系”进行更新 

更新前：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方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总经理林峰先生持有收购方海南芯联 70%的股权，

且林峰先生担任海南芯联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本次权益变动后，林

峰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除上述内容

外，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方海南芯联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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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后：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方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林峰先生持有收购方海南芯联 70%的

股权，且林峰先生担任海南芯联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本次权益变动

后，林峰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除上

述内容外，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方海南芯联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公告之前 12 个月内

不存在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的股份的情况。 

2、对“第三节 利益冲突 ”之“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在本报告书出具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进行更新 

更新前：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持股数量(股) 

徐成龙 董事 18,175 

贾春琦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8,350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 

更新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持股数量(股) 

徐成龙 董事 18,175 



贾春琦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8,350 

吴亮 董事吴世雄之子 65,009,300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 

董事徐成龙先生以及吴亮先生近 6 个月内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交易行为。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董事徐成龙先生自上述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044 股，徐成龙先生于 9

月 6 日减持完毕并出具《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合计减持 6,000 股，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6 日披露了《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

划的公告》，吴亮先生自上述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连续 90 天内

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865,700 股，吴亮先生于 9 月 5 日减持完毕

并出具《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合计减持 5,865,700 股，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5 日披露了《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

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3、对“第六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进行更新 

更新前：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公司及公司关联方在公司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未发生对管理层收购产生重大

影响的以下事件： 

（一）与公司订立的对管理层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合同； 

（二）公司进行对管理层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

投资等行为； 

（三）第三方拟对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公司对其他



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四）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更新后：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公司及公司关联方在公司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未发生对管理层收购产生重大

影响的以下事件： 

（一）与公司订立的对管理层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合同； 

（二）公司进行对管理层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

投资等行为； 

（三）第三方拟对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公司对其他

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四）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苏州内夏投资的议案》，董事会批准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武汉芯连微电子有限公司出资 5,100.00 万元人民币货币资金，对苏州内夏

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内夏”）进行增资。2021 年 4 月，上市公司

向苏州内夏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5,100.00 万元收购其 51%股权。 

2022 年 9 月，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外投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芯连微电子有限公司拟与武汉中

科凯普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武汉市中通融泰投资有限公司、祁文艳女士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芯连微拟以人民币 1 元价格受让融泰投资持有标

的公司 31%的股权、拟以 1 元价格受让祁文艳持有标的公司 20%股权。 

2022 年 9 月，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核通过《关于签订资产置换

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上市公司拟以不超过 2.8 亿元（含本数）的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等额置换自然人贺刚、吴建华持有的广东莱克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不超

过 45%股权，双方拟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资产置换框架协议》。 



上述事项为上市公司在实现园林业务稳定发展同时，对已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前

期启动的集成电路新业务的延续发展，不属于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行为。 

4、对“第七节 备查文件”进行更新 

更新前：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公司章程； 

2、独立意见； 

3、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更新后：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公司章程； 

2、独立意见； 

3、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4、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对《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事

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更新 

1、对“第一节 释义”进行更新 

更新前：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本次管理层收购 
指 

公司总经理林峰控制的海南芯联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吴亮先

生持有的农尚环境 20%股权，并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 

更新后：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本次管理层收购 
指 

林峰先生控制的海南芯联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吴亮先生持有

的农尚环境 20%股权，并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 

2、对“第二节 本次收购的相关情况”之“2、海南芯联的股权及控制关系”进

行更新 

更新前： 

海南芯联的实际控制人为林峰，林峰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付金龙为公司

监事。 

更新后： 

海南芯联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林峰，林峰为海南芯联的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付金龙为公司监事。 

3、对“第二节 本次收购的相关情况”之“（二）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进

行更新 

更新前：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南芯联未持有公司股份，吴亮先生持有农尚环境股份

65,009,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17%。本次权益变动后，吴亮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6,349,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7%，海南芯联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8,6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0%，成为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因林峰为公司总经理，

且其持有收购方海南芯联 70%的股份，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林峰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 

更新后：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南芯联未持有公司股份，吴亮先生持有农尚环境股份

65,009,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17%。本次权益变动后，吴亮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6,349,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7%，海南芯联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8,6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0%，成为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因林峰为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且其持有收购方海南芯联 70%的股份，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林峰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 

4、对“第四节 收购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之“四、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的更新 

更新前： 

在本报告书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

排。 

更新后： 

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苏州内夏投资的议案》，董事会批准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武汉芯连微电子有限公司出资 5,100.00 万元人民币货币资金，对苏州内夏半

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内夏”）进行增资。2021 年 4 月，上市公司向苏

州内夏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5,100.00 万元收购其 51%股权。 

苏州内夏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和韩国内夏半导体公司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

和《合作研究与技术许可协议》约定，苏州内夏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向韩国内夏半

导体公司购买 OLED 电视显示驱动芯片（TDDI）相关的专利（含 8 项登记有效专利

和 3 项在申请专利等）、非专利技术（含 25 项非专利技术）和技术许可（3 份合同）

等。 

2022 年 9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

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芯连微电子有限公司拟与武汉中科凯普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武汉市中通融泰投资有限公司、祁文艳女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芯连微拟以人民币 1 元价格受让融泰投资持有标的公司 31%

的股权、拟以 1 元价格受让祁文艳持有标的公司 20%股权。 

2022 年 9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核通过《关于签订资产置换框架

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上市公司拟以不超过 2.8 亿元（含本数）的应收账款和合

同资产，等额置换自然人贺刚、吴建华持有的广东莱克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不超过 45%

股权，双方拟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资产置换框架协议》。 

上述事项为上市公司在实现园林业务稳定发展同时，对已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前

期启动的集成电路新业务的延续发展，不属于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行为。 



在本报告书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

排。 

5、对“第七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之“三、收购方的主体资格分析”的更新 

更新前： 

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书面声明，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是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最近 3 年未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或严

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亦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

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收购方实际控制人、农尚环境副董事长林峰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更新后： 

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书面声明，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是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最近 3 年未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或严

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亦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

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收购方实际控制人、农尚环境董事兼总经理林峰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6、对“第七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之“四、收购方收购上市公司的履约能力

分析”的更新 

更新前： 

本公司增持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若在支付过程中遇到自有

资金紧缺的情况，将通过银行借款、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借款等方式自

筹解决。 

更新后： 

本次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为收购方自有资金。若在支付过程中遇到自有资

金紧缺的情况，将通过银行借款、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借款等方式自筹

解决。 



除上述补充更新内容外，报告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其它内容不变，提请广

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补充更新后的《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更新稿》

以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事项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更新稿》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文中具体补充更

新之处均已楷体加粗列示，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