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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

以 23,269.00 万元收购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布泰”或“标

的公司”）100%股权。本次收购事项完成后，绍兴布泰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存在收购整合等风险，具体请见本公告“七、风险提示”，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22 年 12月 16 日，公司与吴永良、许仁红、吴祥云、陈鑫鑫、王吉签署了

《股权收购协议》，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出具的文号为浙联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1bd66bc7a5e77de90bae7c130dc4ecf


评报字[2022]第 505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经买卖双方共同协商，以人民币

23,269.00万元收购吴永良、许仁红、吴祥云、陈鑫鑫、王吉持有的绍兴布泰纺

织印染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绍兴布泰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吴永良 男 中国 

 

浙江省绍兴县柯岩

街道信心村老后溇

南岸 

浙江善本三学纺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绍兴柯桥海颐纺织有限公司经

理,执行董事、绍兴建栋纺织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绍兴栋纶针纺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许仁红 男 中国 

 

浙江省绍兴县钱清

镇劳动村 

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监事、绍兴

市城中诚服饰有限公司监事、绍兴仁达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吴祥云 男 中国 

 

浙江省绍兴县柯岩

街道信心村 

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绍兴一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 

陈鑫鑫 男 中国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明珠苑 

绍兴市游游纺织有限公司监事、绍兴市

天祥印染有限公司监事 

王吉 女 中国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东浦镇王家村 

绍兴创彩针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绍兴时发针纺有限公司监事 

吴永良、许仁红、吴祥云、陈鑫鑫、王吉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

自然人，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合计持有绍兴布泰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对手方吴永良、许仁红、吴祥云、陈鑫鑫、王吉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公司不

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1bd66bc7a5e77de90bae7c130dc4e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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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名称：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336953753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兴滨路 183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祥云 

营业期限：2015 年 4月 15日至 2035年 4月 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面料纺织加工、货物进出口、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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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标的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8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49,000,988.20 225,212,321.79 

负债总计 162,194,888.65 191,847,331.56 

净资产 -13,193,900.45 33,364,990.23 

项目 2022 年 1-8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61,387,174.97 249,909,868.94 

净利润 -46,558,890.68 3,082,397.28 

注：绍兴布泰2021年12月31日、2022年8月31日会计报表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健审字[2022]10525号审计报告。 

（三）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吴永良 1,100 1,100 22 



吴祥云 1,000 1,000 20 

许仁红 1,000 1,000 20 

陈鑫鑫 950 950 19 

王吉 950 950 19 

合计 5,000 5,000 100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对绍兴布泰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8月31日的全部股

东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绍兴布泰纺织印

染有限公司100%股权所涉及的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说明》（浙联评报字[2022]第505号）。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2022年8月3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有关此次评估的

具体内容如下： 

1、评估对象 

    绍兴布泰的全部股东权益 

2、评估范围 

    绍兴布泰在基准日2022年8月31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

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债。 

3、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 

4、评估结论 

    资产账面价值14,900.10万元，评估值39,492.09万元，评估增值24,591.99

万元，增值率165.05％。 

负债账面价值16,219.49万元，评估值16,219.49万元，评估无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1,319.39万元，评估值23,272.60万元，评估增值24,591.99

万元，增值率1,863.89％。 

5、本次收购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即绍兴

布泰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3,272.60万元。在满足《股权



收购协议》所列标的资产保留和负债处理的情况下，本次收购定价人民币

23,269.00万元。本次交易定价与评估结果一致，不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年12月16日，公司与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就本次股权收购事宜签

订《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之股权收

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受让方：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转让方：吴永良、吴祥云、许仁红、陈鑫鑫、王吉（乙方） 

标的公司：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丙方） 

担保方：吴炎根（丁方） 

（二）交易标的：绍兴布泰100%股权 

（三）交易方案： 

甲方以现金收购乙方所持标的公司合计 100%股权。乙方各自转让所持标的

公司股权系不可分割的股权转让，如乙方任何一方未能将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过户至甲方，均视为甲方未实现本次交易目的。 

标的公司截至审计基准日的经审计账面流动资产(包含货币资金、存货、其

他应收款、预付款项、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合计 3,022.31 万元）转让给乙方或

其指定第三方，所得款项清偿等额负债 3,022.31 万元； 

交割日，标的公司须完好保留其所有的及实际使用的全部土地使用权、房屋

建筑物(包括后期增加的隔层和分隔、未取得产证部分建筑物)、构筑物、厂区及

车间内部的管网系统(包括给排水、天然气、蒸汽、工业自来水、生活自来水、

排污、通信电缆、供电高低配电设施及变压器)、环保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生产设施、消防设施、公共设施、生活设施、其他公共监管设施等有形资产；

以及商标、专利、排污指标、能耗指标、印染产能指标等无形资产和资质； 

交割日，标的公司承继的经审计账面负债为 13,197.18万元。 

（四）交易对价及支付：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绍兴布泰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3,269.00

万元。 

转让方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转让价格（万元） 

吴永良 1,100 22 5,119.18 

吴祥云 1,000 20 4,653.80 

许仁红 1,000 20 4,653.80 

陈鑫鑫 950 19 4,421.11 

王吉 950 19 4,421.11 

合计 5,000 100 23,269.00 

甲方将分期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双方就支付进度约定如下： 

交易款期 支付金额（万元） 支付时间及条件 

首期款 10,000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第二期款 9,269 甲方出具书面资料交接确认单后，自标的公

司完成工商、税务变更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

照起十个工作日内 

第三期款 4,000 （1）乙方按照双方约定完成相关资产、负债

的保留和剥离，且乙方向甲方交付完成《绍兴

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交接清单（10月31日

移交）》的所有资料，经甲方验收通过、出具

书面确认函并完成现场接管后十个工作日

内，甲方向乙方收款账户支付风险保证金

1,000万元。（2）标的公司所有在职员工全部

安置清退完毕，且将约定的安置清退材料全

部交付给甲方，甲方出具书面确认函后十个

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收款账户支付风险保

证金1,000万元。（3）标的公司被吸收合并且

完成税务注销后第十个工作日届满，或交割

日后第十二个月届满(两者孰早)，甲方向乙方

收款账户支付风险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 



五、本次收购的其他安排 

（一）人员安置 

根据本次交易总体安排，公司已提前知悉并同意绍兴布泰职工安置方案。

绍兴布泰将根据股权转让整体工作部署，兼顾绍兴布泰的历史沿革，在充分分

析企业实际情况、维护企业员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对职工进行妥善安置，确

保员工安置整体工作的平稳有序。 

 （二）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本次

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

生影响，将对公司本年度现金流产生影响。 

绍兴布泰作为公司的同行业企业，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公司收购绍兴布泰

股权符合公司规划，能够发挥协同效应，帮助公司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符合公

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实际经营需要。通过收购行业内其他主体，获取排污、能耗、

印染产能指标，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规模，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绍兴布泰 100%的股权，绍兴布泰将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七、风险提示 

（一）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交易可能因以下事项的发生而面临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1）本次股权收购尚未完成付款及交割事项，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可

能出现交易双方或一方在交割前无法履行本次交易的风险； 

（2）尚需向工商等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审批程序，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 

（3）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本次交易被暂停、终止或者取消的风险。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绍兴布泰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需对绍兴布泰在

治理结构、管理团队、经营业务、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整合，整合效果是否能达

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独立意

见； 

4、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5、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6、绍兴布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2021年度及 2022年 1-8月审计报告； 

7、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