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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6     证券简称：广东甘化    公告编号：2020-35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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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持续做精做强军工电源板块业务，经充分协商，江门甘蔗化工厂（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东甘化”）于2020年9月7

日分别与陈锴、北京光荣联盟半导体照明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光荣联盟”）、大唐汇金（苏州）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大唐汇金”）、张家港市金城融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城融创”）及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茂创业”）（以下统称“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苏州锴威特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2,994,316

元，按人民币77.18元/股的价格受让上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苏州锴威特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锴威特”）81.62万股股权，受让完成

后，公司占锴威特总股本608.93万股的13.4038%。其中陈锴转让股数为

28.81万股，占锴威特总股本的4.7312%，转让金额为22,235,558元；光荣

联盟转让股数为27.68万股，占锴威特总股本的4.5457%，转让金额为

21,363,424元；大唐汇金转让股数为12.96万股，占锴威特总股本的

2.1283%，转让金额为10,002,528元；金城融创转让股数为8.93万股，占

锴威特总股本的1.4665%，转让金额为6,892,174元；金茂创业转让股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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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万股，占锴威特总股本的0.5321%，转让金额为2,500,632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

司经营管理层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为陈锴、光荣联盟、大唐汇金、金城融创及金茂创业。

经核查，上述交易对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1、陈锴的基本情况 

姓名 陈 锴 

身份证号码 32058**********234 

住所 江苏省张家港杨舍镇 

 

2、光荣联盟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光荣联盟半导体照明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8号楼 8层 10-16-01  

执行合伙事务人 光荣半导体照明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18224311K 

成立时间 2015-03-0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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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35 年 1 月 15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合伙人 

深圳惠润富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惠润富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玉舫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勤睿投资有限公司 

中关村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光荣半导体照明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3、大唐汇金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大唐汇金（苏州）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沙洲湖科创园 D幢 601 室 

执行合伙事务人 南京大唐泰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60071777Y 

成立时间 2016-02-18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

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

资；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创业投资；实业投资（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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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 

上海任都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 

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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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投资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金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津晟投资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锦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美好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大唐泰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金城融创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张家港市金城融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张家港市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3号) 

法定代表人 宋一兵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321307492F 

成立时间 2014-10-23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

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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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张家港市金茂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张家港市金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金茂创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张家港市杨舍镇港城大道 567号(金茂大厦)B3101 

法定代表人 陆文朝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6744277217 

成立时间 2008-04-15 

经营范围 
创业企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投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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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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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张家港市金茂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张家港市金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锴威特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杨舍镇沙洲湖科创园 A1 幢 9层 

法定代表人 罗寅 

注册资本 608.93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3237703256 

成立时间 2015-01-22 

经营范围 

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和系统模块的生产、设计、测

试、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软

件设计、开发、销售。 

主要股东 

丁国华 28.016%；罗寅 24.633%；张家港市港鹰实业有限

公司 16.422%；陈锴 13.039%；大唐汇金（苏州）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864%；北京光荣联盟半导体

照明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4.546%；张家港市招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30%；无锡国经众明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1.516%；张家港市金城融创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467%；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67%。 

2、锴威特的股权结构 

（1）本次股权转让前锴威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万股） 股权比例 

丁国华 170.60  28.0164% 

罗寅 150.00  24.6333% 

张家港市港鹰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16.4222% 

陈锴 79.40  13.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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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汇金 35.71  5.8644% 

光荣联盟 27.68  4.5457% 

张家港市招港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45  3.0299% 

无锡国经众明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9.23  1.5158% 

金城融创 8.93  1.4665% 

金茂创业 8.93  1.4665% 

合计 608.93 100.00% 

（2）本次股权转让后锴威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万股） 股权比例 

丁国华 170.60  28.0164% 

罗寅 150.00  24.6333% 

张家港市港鹰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16.4222% 

广东甘化 81.62 13.4038% 

陈锴 50.59 8.3081% 

大唐汇金 22.75  3.7361% 

张家港市招港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45  3.0299% 

无锡国经众明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9.23  1.5158% 

金茂创业 5.69  0.9344% 

合计 608.93 100.00% 

3、锴威特的主营业务 

锴威特主营智能功率半导体器件与集成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4、锴威特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046.06 11,7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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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4,339.09 3,554.40 

净资产 8,706.97 8,171.57 

项目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4,409.16 11,854.47 

营业利润 -257.01 1,742.50 

净利润 -161.98 1,650.74 

注: 锴威特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大华审字[2020]009266号审计报告；2020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遵循自愿原则经共同协商确定。 

6、其他情况说明 

经核查，锴威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

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锴威特其他股东放弃其对目标股

权的优先受让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所持的锴威特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上述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股权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陈锴、光荣联盟、大唐汇金、金城融创及金茂创业 

标的公司：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标的公司） 

1、转让股权 

乙方将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甲方（其中陈锴转让 28.81万股，

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4.7312%；光荣联盟转让 27.68万股，占标的公司

股本总额的 4.5457%；大唐汇金转让 12.96万股，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2.1283%；金城融创转让 8.93万股，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1.4665%；金

茂创业转让 3.24 万股，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0.5321%）。乙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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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持有的相应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实缴（向甲方提供实缴凭

证）。 

2、股权、资产完整无瑕疵 

乙方承诺，乙方对标的公司股权的出资是合法、有效、足额的，乙方

对标的公司出资所使用的资金为其合法所有，不存在任何权属瑕疵；乙方

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质押、

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亦不存在信托、托管、代持或类

似安排。 

3、受让股权 

在满足本协议第三条股权完整无瑕疵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受让乙方持

有的标的公司股份。 

4、转让对价 

（1）双方确定以标的公司估值为 4.7 亿元为计算依据，确定本次股份

转让的价格为 77.18 元/股。 

（2）本次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陈锴 22,235,558 元；光荣联盟

21,363,424元；大唐汇金 10,002,528元；金城融创 6,892,174元；金茂

创业 2,500,632元。该价格为含税价。 

（3）甲方应按时将到期应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到乙方指定的以下银

行账户。 

5、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甲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总

价款的【50%】。 

（2）乙方承诺，在收到甲方首期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标的

公司提供完成章程变更、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所需的由乙方提供的材料。工

商备案的公司章程应当包含本次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最新的股东情况（包

括股东信息、出资额、出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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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办理完上述工商备案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0%】。 

（4）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所涉税费由双方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各自承担。如依法应由甲方代扣代缴的，甲方在支付每期股权转让价

款前予以代扣。 

7、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内，乙方承诺并保证： 

（1）在乙方的权利义务范围内保证标的公司在正常范围内并以与以

往实践相一致的方式开展业务；除本协议所述事项所需召开的会议外，未

通报甲方并取得甲方同意前，标的公司不作出任何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

议，非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外，不处置任何重大资产，不支出重大款项、不

借款、不担保、不分红等，不作出任何损害标的公司利益的行为。 

（2）乙方有义务及时将所了解的标的公司的重大行为、或可能损害

标的公司和甲方利益的风险情况及时通知甲方。 

（3）乙方负责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促使标的公司向甲方签发《出资

证明书》；促使标的公司召开新的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 

8、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或在本协议或与本

协议有关的文件中向另一方作出的承诺与保证或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或

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准确、有遗漏或有误导，即构成违约。 

（2）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有权采取如

下一种或多种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①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②暂停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况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

款规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③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获得的利益应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守约方； 

https://www.66law.cn/t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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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根据违约情形，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3）如一方无故终止本协议的履行或因其行为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

的，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自违约之日起向守约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

的千分之一/每日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除

应支付违约金外，还应赔偿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部分。 

（4）由于乙方未能按约定向标的公司提供工商变更所需材料并予以

相应配合致使标的公司无法按本协议的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的，或由于甲方

的原因，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

金 1万元；逾期超过 30日，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协议解除后，乙方

应退回甲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违约方应按照本协议股权转让总

价款的 30%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18年转型以来，军用电源已经成为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公

司子公司四川升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甘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陆巡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模块电源、大功率电源、不间断电源等细分领域，

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锴威特在功率半导体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

和丰富的产业资源。开发的 SiC功率器件已成功实现产业化，公司所处行

业市场规模大，未来发展态势持续向好。通过对锴威特实施战略投资，有

望对公司电源板块的技术、研发工作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将加快公司核

心器件国产化步伐，有效提升产品竞争力。公司将持续做精做强军工电源

板块业务，逐步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 

六、备查文件 

1、与交易各方分别签署的《关于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 

2、《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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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