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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常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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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概述：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常源

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源科技”）注册资本加上一定的资金成本

为基准，以自筹资金现金收购天津华锐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锐

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30%的股权（注册资本 7,380 万元，对应注册资本 2,214

万元），股权转让价为 2,402万元人民币。 

  天津华锐源持有对本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常源科技 10%以上股

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对于关

联人的界定，天津华锐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天津华锐源发生过的股权转让交易：2019 年 6 月

26 日，公司以 186 万元人民币收购天津华锐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10%的股权（注册

资本为 1,860万元，对应注册资本 186万元）（公告编号：2019-048）。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常源科技 2019 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大型先进设备和前期

研发投入，带来了财务费用、折旧费用、生产经营厂房租赁费用的大幅增长，尚

未达到盈亏平衡点，因此产生了一定金额的亏损。常源科技的未来盈利能力存在

不确定性，将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运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敬请投

资者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以

常源科技注册资本加上一定的资金成本为基准，以自筹资金现金收购天津华锐源

持有的常源科技 30%的股权（注册资本为 7,380 万元，对应注册资本 2,214 万



元），股权转让价为 2,402万元人民币。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常源科技 92%的股权，天津华锐源将不再

持有常源科技的股权，上海厚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仍将持有常源科技 8%的股权。 

二、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常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上述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交易涉及的金额

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方简介及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方名称：天津常春华锐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559465386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邵月华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蔷薇路 12号  

成立日期：2010 年 8月 4日  

营业期限自 2010 年 8月 4日至 2040年 8 月 3日 

主营业务：在常源科技成立后，已将主要经营资产及业务转移至常源科技，

目前已无具体业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邵月华持股 100%。 

关联方天津华锐源除持有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常源科技 30%股权，法定代表

人邵月华担任常源科技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除此之外，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华锐源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

27,708,087.66元，净资产 1,463,689.93元，负债总额 26,244,397.73 元，营业

收入 3,470,540.80元，净利润 26,966.45元。 

天津华锐源持有对本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常源科技 10%以上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对于关联人

的界定，天津华锐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天津华锐源发生的上述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 12个月内，天津华锐源与公司发生过的股权转让交易：2019 年 6月 26

日，公司以 186 万元人民币收购天津华锐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10%的股权（注册资

本为 1,860万元，对应注册资本 186万元）（公告编号：2019-048）。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简介： 

交易标的方名称：常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XBNJ3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法定代表人：邵月华  

注册资本（截至本公告披露日）：7,3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南路 99号 3号厂房 A区 

成立日期：2017 年 10月 27日  

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10月 27日至 2047年 10月 26日 

主营业务：模具仪器设备的设计、制造、维修等 

2、交易标的股东构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源科技的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如下：常熟市汽车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2%、天津常春华锐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0%、上海厚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8%。  

3、交易标的常源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金额（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金额（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6,367,073.80 178,238,869.10 

净资产 39,582,417.74 19,466,956.02 

负债总额 236,784,656.06 158,771,913.08 

营业收入 34,547,100.54 59,251,402.22 

财务费用 5,052,962.53 1,911,902.03 

租赁费用 3,299,532.85 91,429.94 

折旧费用 2,351,464.82 1,042,383.10 



营业利润 -46,222,698.94 1,115,764.80 

净利润 -35,084,538.28 1,020,358.32 

注：上述 2018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9 年 6 月，常源科技将自动化设备制造业务和检具制造业务分别转让给常

青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常锐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后，聚焦于模具仪器

设备的设计、制造、维修等业务（公告编号：2019-048）。业务转型后，由于模

具仪器设备业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大型先进设备和前期研发投入，其中：

2018 年员工数为 168 人，设备投资 8,753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员工数为 414 人，

设备投资 14,515 万元人民币。而且设备的增加带来了财务费用、折旧费用、生

产经营厂房租赁费用的大幅增长，因此 2019 年度常源科技尚未达到盈亏平衡点，

产生了一定金额的亏损。 

4、优先受让权 

在本次交易中，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上海厚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明确

放弃优先受让权。 

五、关于交易的其他说明 

1、前次股权转让及定价 

2019 年 6 月，公司以常源科技注册资本为基准，186 万元收购天津华锐源持

有的常源科技 10%的股权（注册资本 1,860 万元，对应注册资本 186 万元）。股

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常源科技 62%的股权，天津华锐源将持有常源科技 30%

的股权，上海厚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常源科技 8%的股权。2019 年 9 月，由

常源科技全体股东按照变更后的新持股比例，同比例对常源科技增资至 7,380 万

元人民币，全部股东以货币出资实缴到位。 

2、本次股权转让及定价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以常源科技注册资本加上一定的资金成本为基准，

以自筹资金现金收购天津华锐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30%的股权（注册资本为 7,380

万元，对应注册资本 2,214万元），股权转让价为 2,402万元人民币。 

3、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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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对交易的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或支付上述交易款项。公司



将根据相关交易的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为上市公司跟参股公司每年在模具部分的外包业务金额达到 3 亿元人民币

以上，所以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成立了常源科技（注册 1,860 万元，公司

持股比例为 52%），成立时主要从事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生产线设备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6,000万元人民币。 

常源科技主营业务模具仪器设备未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且本身业务正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交易完成后，能对上市公司的上下游产业链产生协同效应，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常源科技正在积极推进整车制造商的供应商审核工作，今

后将承接更多的优质客户，未来有一定的盈利潜力。 

公司此次通过受让常源科技的部分股权，是基于当前国内汽车行业的实际情

况，模具作为特殊的定制化、专属化的生产设备，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而作

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相关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持有常源科技 62%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

持有常源科技 92%的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之前，对会议所涉及相

关事项进行了严谨的调查研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交易的共同投资方天津华锐源系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

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就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天津华锐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30%股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在审议本事项后，我们认为： 

1、公司收购天津华锐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30%股权，是基于常源科技及公司的



长远发展和当前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利益。 

2、公司本次收购天津华锐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30%股权，符合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以常源科技注册资本加上一定的资金成本为基准收购天

津华锐源持有的常源科技 30%股权。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核查结

论如下：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常熟汽饰本次受让常源科技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审议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本次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保荐机构

对常熟汽饰受让常源科技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宜无异议。 

九、风险提示 

常源科技 2019 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大型先进设备和前期研发投入，带

来了财务费用、折旧费用、生产经营厂房租赁费用的大幅增长，尚未达到盈亏平

衡点，因此产生了一定金额的亏损。 

常源科技的未来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将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

运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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