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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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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 

增资标的名称：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澳羊绒”或“控股子

公司”）； 

交易事项及增资金额：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新澳羊绒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增资 10,500 万元，其他

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均以现金方式增资合计 4,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新澳羊绒的

注册资本将由 3,000 万元变更为 8,000万元。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对新澳羊绒出

资占比均为 70%，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属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未与本次交易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也未发生与本次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事项。 

 

一、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践行公司宽带发展战略，做大做强羊绒纺纱业务，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

拟实施增资。本公司拟按出资比例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10,500万元，其中3,500

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剩余计入资本公积。新澳羊绒原其他股东暨员工投资合



伙企业拟以现金方式合计增资2,224万元，其中741.3333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

剩余计入资本公积。同时，为实现与公司利益绑定、共担风险与收益，董监高等

关联人以现金方式增资2,276万元，其中758.6667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计入资本公积。（可能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增资价格以经审计的每元注册资本净资产为参考，各增资参与方均以同

等对价现金增资，并按照现金出资比例确定持股比例。本次增资前，新澳羊绒注

册资本为3,000万元，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公司对其出资比

例保持不变，仍占其注册资本的70%，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

元） 

出资比

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 
2,100 70%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 
5600 70% 

宁夏钛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 6.8% 

宁夏钛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71.1111 4.6389% 

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 5.1% 

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79.3333 3.4917% 

宁夏钰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 4.9% 

宁夏钰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67.7778 3.3472% 

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 4.8% 

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2222 3.2778% 

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 4.2% 

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6667 2.8833% 

宁夏银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 4.2% 

宁夏银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2222 2.8778% 

/ / / 

华新忠 177.7778 2.2222% 

周效田 177.7778 2.2222% 

朱明杰 111.1111 1.3890% 

陈学明 66.6667 0.8333% 

刘培意 62.2222 0.7778% 



沈敏玉 42.6666 0.5333% 

沈剑波 40 0.5000% 

陈星 40 0.5000% 

李新学 17.7778 0.2222% 

王玲华 17.7778 0.2222% 

郁晓璐 4.8889 0.0611% 

合计 3000 100% 合计 8000 100.00 

说明：上表仅为预计情况，新澳羊绒本次增资实施后的具体股权结构须以最终实施结果

为准。 

新澳羊绒之原股东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银澳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夏钛

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

夏钰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系员工投资平台企业（以下合称“员工

投资平台企业”）。本次增资新增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自

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的相关规

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董事会五届二十三次会议、监事会五届十八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同意关联

人认购控股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均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各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自然人的基本情况 

下述关联自然人均资信良好。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就职单位及主要职务 



1 华新忠 男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浙江厚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浙江鸿德羊绒制品有限公司监事 

嘉兴飞迅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 周效田 男 中国 北京市 
新澳股份原总经理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3 朱明杰 男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总裁 

4 陈学明 男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监事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监事 

5 刘培意 男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新澳股份（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鸿德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6 沈敏玉 女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管理人员 

7 沈剑波 男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董事兼副总经理 

8 陈星 女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副总经理 

9 李新学 男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管理人员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监事 

10 王玲华 女 中国 浙江省桐乡市 

新澳股份董事兼财务总监 

浙江厚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董事 

11 郁晓璐 女 中国 浙江省海宁市 新澳股份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 

（二）新澳羊绒原其他股东 

1、企业名称：宁夏钛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执行事务合伙人：沈娟芬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5日 

合伙期限：长期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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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娟芬等43名自然人 



关联方关系介绍：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沈娟芬系新澳实业董事。 

2、企业名称：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执行事务合伙人：谈连根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5日 

合伙期限：长期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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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连根等40名自然人 

关联方关系介绍：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谈连根系新澳实业董事。 

3、企业名称：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车丽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5日 

合伙期限：长期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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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车丽等41名自然人。 

关联关系介绍：有限合伙人陆伟清、沈敏玉、沈嘉枫系董事沈建华之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有限合伙人杨会强系公司监事，有限合伙人沈嘉枫系董事王雨婷

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4、企业名称：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王丽芳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5日 

合伙期限：长期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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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芳等46名自然人。 

5、企业名称：宁夏银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建强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5日 

合伙期限：长期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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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强等48名自然人。 

6、企业名称：宁夏钰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华 

成立时间：2019年12月25日 

合伙期限：长期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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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等30名自然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系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企业增资。 

1、基本信息 

标的公司名称 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81MA76GPR538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12月30日 



法定代表人 王华 

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前） 人民币3,000万元 

注册地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中银大道南侧吴灵青公路东侧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羊绒及其制品、纺织品、针织品、服装、服饰的生产

和销售；纺织原料和产品的代购代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本次增资实施前的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100万元 70% 货币 

宁夏钛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 万元 6.8% 货币 

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 万元 5.1% 货币 

宁夏钰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 万元 4.9% 货币 

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 万元 4.8% 货币 

宁夏银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 万元 4.2% 货币 

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 万元 4.2% 货币 

合   计 3,000万元 100% — 

3、新澳羊绒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新澳羊绒的资产总额为 572,525,527.85元，负债总

额为 483,748,912.97元，净资产为 88,776,614.88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 

669,055,563.15元，净利润为42,261,763.10元。 

截至2022年3月31日，新澳羊绒的资产总额为577,428,060.06元，负债总额

为 489,750,821.29元，净资产为87,677,238.77元，2022年1-3月营业收入为

155,440,414.92元，净利润为 -1,099,376.11元。 

注：新澳羊绒2021年度财务数据及2022年一季度资产负债表数据已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该会

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4、新澳羊绒过去12个月内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形。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本次增资价格及主要增资事项 

（一）本次增资价格：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6月27日出具的《审计报

告》（天健审[2022]第8689号），新澳羊绒截至2022年3月31日净资产 

87,677,238.77 元。本次增资以此为参考，鉴于新澳羊绒目前注册资本为3,000

万元，协商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3.00 元。 

本次增资各参与方均以上述同等对价以现金方式增资，并按照现金出资比例

确定持股比例。本次合计对新澳羊绒增资1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5,000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1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交易定价公平、公正、公允，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各增资参与方主要增资情况 

1、公司对新澳羊绒增资 

为支持羊绒纺纱业务发展，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澳羊绒按出资比例同比例现

金增资10,500万元，其中3,500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剩余计入资本公积。 

2、新澳羊绒原其他股东增资 

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银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夏钛澳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钰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均系员工投资平台合伙企业，合计对新澳羊绒现金增资2,224 

万元，其中741.3333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剩余计入资本公积。 

3、新增关联自然人对新澳羊绒增资 

华新忠等11名关联自然人（含公司董监高 7 人）以现金方式增资2,276万元，

其中758.6667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剩余计入资本公积。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新忠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177.7778 2.2222% 

2 陈学明 监事会主席 66.6667 0.8333% 

3 刘培意 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62.2222 0.7778% 

4 沈剑波 董事兼副总经理 40 0.5000% 



5 陈星 副总经理 40 0.5000% 

6 王玲华 董事兼财务总监 17.7778 0.2222% 

7 郁晓璐 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

务代表 
4.8889 0.0611% 

董监高小计 409.3334 5.1166% 

其他关联自然人小计 349.3333 4.3667% 

合计 758.6667 9.4833% 

说明：上述仅为预计情况，可能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新澳羊绒本次增资实

施后的具体股权结构须以最终实施结果为准。 

 

五、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主体情况 

甲方：本公司（甲方一）、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银

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

夏钛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夏钰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标的公司）：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 

丙方：华新忠等 11 名关联自然人（含公司董监高 7 人） 

（二）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乙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8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甲方一按照原出资比例70%同比例认购新

增注册资本3500万元；其余甲方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认购，同意放弃本

次增资对应其他部分的优先认购权。 

2、甲方同意引入丙方作为乙方的新股东，并由丙方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合计758.6667万元。 

3、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甲方、丙方本次认购乙方新增注册资本的价格为人

民币3元/1元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合计需缴付人民币15000万元增资款，由甲方、

丙方以货币方式认缴。上述增资款中5000万元计入乙方注册资本，10000万元计

入乙方资本公积。 



4、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 万元，甲方、丙方均为乙

方的股东，乙方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5600 70% 

2  宁夏钛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1.1111 4.6389% 

3  宁夏铭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9.3333 3.4917% 

4  宁夏钰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7.7778 3.3472% 

5  宁夏金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2222 3.2778% 

6  宁夏铂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6667 2.8833% 

7  宁夏银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2222 2.8778% 

8  周效田 177.7778 2.2222% 

9  华新忠 177.7778 2.2222% 

10  朱明杰 111.1111 1.3890% 

11  陈学明 66.6667 0.8333% 

12  刘培意 62.2222 0.7778% 

13  沈敏玉 42.6666 0.5333% 

14  沈剑波 40 0.5000% 

15  陈星 40 0.5000% 

16  李新学 17.7778 0.2222% 

17  王玲华 17.7778 0.2222% 

18  郁晓璐 4.8889 0.0611% 

 合计 8000 100% 

5、甲方和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付本次增资款。本协议自各

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6、乙方负责办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及丙方根据乙

方出具的文件清单配合向乙方提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必须由甲方及丙方

签署提供的文件、资料。 

7、 增资完成后，丙方即成为乙方股东，丙方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乙方公

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及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8、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所有者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实

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由甲方及丙方按各自股权比例享有。 

9、协议各方保证，其签署本协议已经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10、本次增资涉及的各项税收，由协议各方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之规定自行承担。 

1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均构成违约，均须依本协议及有关



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 

12、因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各方应本着友好协商

的原则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是羊绒纺纱业务，是公司践行横向宽带发

展战略的关键一步。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推动羊绒纺纱业务

发展壮大，为公司开拓新的业务发展空间，丰富多元化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市

场竞争力，进而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公司员工投资平台企业以及董监高等人员共同参与本次增资，有助于

优化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性，

增强公司团队凝聚力、创造力和责任感，实现利益绑定、共担风险与收益，符合

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各参与方均以同等对价现金增资，并按照现金出资比例确定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正、公平、公允，定价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后，公司保持对新澳羊绒出资比例不变，有利于维持公司对

其出资份额不被稀释，有利于维护公司投资权益，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良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新澳羊绒仍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更。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2年6月28日，公司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沈建华、王雨婷回避表决；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关联人认购控股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关联董事沈建华、华新忠、刘

培意、沈剑波、王玲华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至

董事会审议，并针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宽带发展战略规划，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平，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有利于实现公司与管理团队利益绑定、共担风险与收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

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

于同意关联人认购控股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新澳羊绒是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宽带发展战略规划，有利

于推动羊绒纺纱业务进一步发展壮大。本次增资后公司对新澳羊绒出资比例保持

不变，有利于维持公司出资份额不被稀释。员工投资平台共同参与增资，有利于

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性。本次增资价格参考经审计每元注册资本净

资产，关联交易价格公允透明，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相关审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关于同意关联人认购控股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关联人（包括部分董监高人员）对控股子公司新澳羊绒增资属于关

联交易，关联人均以现金方式以同等对价参与增资，且增资理由充分，能够提升

公司管理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有利于公司长期、持续、稳健的发展，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价格参考经审计每元注册资

本净资产，交易价格公允透明，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相关审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以及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方未发

生其他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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