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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剩余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波德业

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业变频”）拟使用自有资金 13,720 万元人民

币购买其控股子公司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业储能”）剩余

48%股权，德业储能将成为德业变频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 交易概述 

德业变频拟使用自有资金 13,720 万元人民币购买控股子公司德业储能剩余

48%股权，交易完成后，德业变频将持有德业储能 100%股权，德业储能将成为

德业变频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

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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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序号 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 

1 

珠海威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708901P 

成立时间：2021 年 08 月 17 日 

注册地：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 739 号 10 栋 2201

房 

主要办公地点：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 739 号 10

栋 2201 房 

法定代表人：施威 

注册资本：1800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开发、咨询及转让；简称电

路芯片及产品销售 

主要股东：施威、高薇娜、蒋平 

2 顾俭平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1010519631129****,

主要就职单位：宁波市恒安运输有限公司 

3 叶国志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262619771013****，

主要就职单位：萃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 陈建华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32119550423****，

主要就职单位：宿迁市振兴化工有限公司 

5 陈旭东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78119890513****，

主要就职单位：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6 吴特镇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108219880508****，

主要就职单位：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二）其他关系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陈旭东、吴特镇系全资子公司德业变频员工，叶国志系全资子公

司萃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员工。 

（三）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 

上述股东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天叙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和君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06 月 22 日 

经营期限：2020 年 06 月 22 日 至 长期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储能技术服务以及电池、电池零配件、光伏设备等生产

和销售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

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机

组及零部件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

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专用设备修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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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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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德业变频之控股子公司德业储能剩余 48%股权，德业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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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前，德业储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52% 

2 珠海威芯科技有限公司 30% 

3 顾俭平 4.5% 

4 叶国志 4% 

5 陈建华 4% 

6 陈旭东 2.8% 

7 吴特镇 2.7% 

合计 100% 

注：上述股东不存在具有优先受让权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后，德业储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德业储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未

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资产总额 230,273,220.71 8,440,144.72  

负债总额 175,548,966.63 699,205.56  

净资产 54,724,254.08 7,740,939.16 



营业收入 60,400,053.40 7,789,481.32 

净利润 3,783,314.92 59,775.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34,409.32 56,694.85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资产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德业储能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

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2）沪第 C0060 号】，相关情况如下： 

被评估单位：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股权收购 

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

价值 23,027.33 万元，总负债 17,554.90 万元，所有者权益 5,472.43 万元。评估后

的总资产价值 26,183.52 万元，总负债 17,554.9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628.62 万元，评估增值 3,156.19 万元，增值率 57.67 %。 

2、收益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30,500.00 万元，评估增值 25,027.57 万元，增值率 457.34%。 

3、评估结果的选取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30,500.00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8,628.62 万元，

差异金额 21,871.38 万元，以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基数计算差异率 253.47%。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1）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

力。（2）收益法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考虑了被评估单位申报的可辨认资产，同时也

考虑了如公司拥有的团结的管理团队和稳定的客户资源等对获利能力产生重大

影响的因素，被评估单位的人才资源、销售渠道、稳定的客户等对公司的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些因素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中难以体现其评估价

值，因此收益法的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经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

基于上述差异原因，由于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以预测的收

益为评估基础，是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较全面的考虑，综合考虑上述原因，本次

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的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即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0,500.00 万元，大写为人民币叁亿零伍佰万元整。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

涉及的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德业

储能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30,500.00 万元。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

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德业储能 48%股权作价 13,72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德业变频分别与珠海威芯科技有限公司、顾俭平、叶国志、陈建华、陈旭东、

吴特镇签署《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

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方 

甲方 1：珠海威芯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2：顾俭平 

甲方 3：叶国志 

甲方 4：陈建华 



甲方 5：陈旭东 

甲方 6：吴特镇 

乙方：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条款以共计 13,720 万元人民币出让德

业储能共计 48%股权，乙方同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条款购买甲方所持德

业储能共计 48%股权，具体如下： 

1、珠海威芯科技有限公司（甲方 1）将其持有的德业储能 30%股权以人民

币 8400 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乙方）； 

2、顾俭平（甲方 2）将其持有的德业储能 4.5%股权以人民币 1,350 万元的

价格出让给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乙方）； 

3、叶国志（甲方 3）将其持有的德业储能 4%股权以人民币 1,200 万元的价

格出让给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乙方）； 

4、陈建华（甲方 4）将其持有的德业储能 4%股权以人民币 1,200 万元的价

格出让给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乙方）； 

5、陈旭东（甲方 5）将其持有的德业储能 2.8%股权以人民币 814 万元的价

格出让给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乙方）； 

6、吴特镇（甲方 6）将其持有的德业储能 2.7%股权以人民币 756 万元的价

格出让给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乙方）； 

（三）其他条款 

1、股权转让后甲方在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

甲方承继。 

2、甲方保证对出让的股权具有完全处分权，无被股权质押或冻结等事由。

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和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标

的股权的转让变更手续。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储能行业正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未来市场空间巨大，储能电池系统是公司



重点发展的业务之一，本次收购有利于高效整合公司储能业务资源，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公司储能业务竞争力，完善业态布局调整，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符合公司

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倾向。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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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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