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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1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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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天津航宇”，股票代码“835493”）。 

 投资金额：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股份”或“公司”）

拟以现金 20,350,000 元人民币收购别云波持有的天津航宇 11,000,000 股

股份；以现金 925,000 元人民币收购别晓鸣持有的天津航宇 500,000 股股

份；以现金 3,700,000 元人民币收购成玉芳持有的天津航宇 2,000,000 股

股份。 

 截至本次受让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三人持有的天津航宇股份前，公

司已经持有天津航宇 11,250,000 股股份，占天津航宇股份总数的 27.27%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 18 日，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股份”或“公

司”）与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航宇”）股东别云波、

别晓鸣、成玉芳签署《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关

于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收购之框

架协议》”），应流股份以现金 20,350,000 元人民币收购别云波持有的天津航宇

11,000,000 股股份，占天津航宇总股本的 26.67%；以现金 925,000 元人民币收购

别晓鸣持有的天津航宇 500,000 股股份，占天津航宇总股本的 1.21%；以现金

3,700,000 元人民币收购成玉芳持有的天津航宇 2,000,000 股股份，占天津航宇总

股本的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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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受让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三人持有的天津航宇股份前，公司已

通过参与天津航宇定向增发的方式持有其 27.27%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披露的《应流股份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 

鉴于出让方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受限于《公司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于董事、监事每年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限制，以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对股份转让数量、比例的操作要

求，本次交易转让股份分六次操作，最终过户完成日不晚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应流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 24,975,000 元人民币受让别

云波、成玉芳、别晓鸣三人合计持有的天津航宇 13,500,000 股股份。本次投资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本次参与认购天津航宇发行股份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自然人别云波，1965 年 10 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7 年 7 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2013 年 12 月至今任天津航宇董事长、总经理 

2、自然人成玉芳，1968 年 4 月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系别云波配偶。 

3、自然人别晓鸣，1992 年 5 月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4 年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2013 年 12 月至今任天津航宇董事，系别云波与成

玉芳之女。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天津航宇系一家依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之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市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25 万元，股份总数为 4,125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其股票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股票简称：天津航宇，股票代码：835493。 

1、天津航宇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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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肆仟壹佰贰拾伍万元人民币 

类    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区保康道北侧（19 号） 

法定代表人：别云波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1200005693257746 

经营范围：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有色金属及合金的压延加工；金属零件制造、

销售；金属模具设计、制造、销售；房屋租赁。 

2、天津航宇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天津航宇总股本 4,125 万股，股东 4 名，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别云波 2,600 63.03% 

2 成玉芳 200 4.85% 

3 别晓鸣 200 4.85% 

4 应流股份 1125 27.27% 

3、天津航宇主营业务介绍 

天津航宇是主要经营低压、重力、高压及典型砂型铝合金铸造的企业。铝合

金铸件应用于汽车行业、铁路行业、船舶行业等国民经济基础行业；一部分高端

产品用于卫星载荷框架及超常规硬度载荷托板等结构件，以及其它重要军品件。 

4、天津航宇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89,134,275.35 89,893,190.83 84,477,653.41 

负债 52,382,720.06 54,801,946.66 45,436,551.79 

股东权益 36,751,555.29 35,091,244.17 31,107,386.70 

项目名称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25,221,852.80 40,384,953.29 44,470,906.54 

净利润 1,533,482.30 3,873,365.16 175,623.66 

四、《收购之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12 月 18 日，应流股份与天津航宇股东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签署

了《收购之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4 

甲方（转让方）：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 

乙方（投资方）：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及转让方一致同意转让方以向投资方转让公司股份的方式完成标

的公司的本次投资事项。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乙方收购目标公司。收购后，乙方

持有目标公司 60%股权；甲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40%股权（由于甲方之间的关

联关系，甲方内部如何确定该 40%，由甲方自行协商确定）。目标公司收购（以

下或称为“本次收购”）具体步骤如下： 

（1）甲方各成员应通过一系列股权转让，直至目标公司最终股权结构调整

至：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60%股权，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40%股权。 

（2）本次目标公司收购项下的股份收购价格一致，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的评估结果相应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协议作为一揽子交易的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等具体协议将依本协议为基准，具体交易细节分别在相关协议中详细约定。本协

议中的股份收购将严格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的要求、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进行。 

签订本协议后，为尽快完成收购事宜，涉及甲方、目标公司、股转系统事项，

甲方应全面负责办理，并由其或目标公司向相关审批机关、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等

相关程序。涉及甲方、上海证券交易所事项，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乙方应当

配合对方完成前述审批和登记程序。 

甲方各成员分六次向乙方转让目标公司股份，具体如下： 

（1）第一次转让：2017 年 12 月 19 日，由别云波转让天津航宇 6,500,000

股，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1.85 元/股； 

（2）第二次转让：2017 年 12 月 22 日，由成玉芳转让天津航宇 666,666 股，

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1.85 元/股； 

（3）第三次转让：2017 年 12 月 27 日，由别晓鸣转让天津航宇 500,000 股，

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1.85 元/股； 

（4）第四次转让：2018 年 3 月 5 日，由别云波转让天津航宇 374,416 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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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玉芳转让天津航宇 1,333,334 股，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1.85 元/股； 

（5）第五次转让：2018 年 3 月 8 日，由别云波转让天津航宇 2,062,500 股，

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1.85 元/股； 

（6）第六次转让：2018 年 3 月 13 日，由别云波转让天津航宇 2,062,500 股，

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1.85 元/股。  

各方同意，上述各次的转让数额是初步测算的转让数额，如果股转系统的交

易规则或其他监管措施有特定限制，则相应调整各次转让的股份数额。但应确保

上述股份收购完成后，乙方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比例最终达到 60%，甲方持有目标

公司股份比例将减少至 40%。 

各方同意，由于甲方之间的关联关系，甲方内部如何划分各自转让的股份数

额及转让时间、股权转让后在 40%持股比例范围内甲方各方所持目标公司股份数

额，均由甲方自行协商确定。但无论如何协商，应当按照上述数额分次转让，确

保第六次转让后乙方持股 60%。 

收购人与转让方就本次收购的价款不存在补偿安排。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受让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持有的天津航宇股份，目的在于控股

天津航宇，使公司在现有的业务基础上，新增高端铝合金铸件业务，满足客户对

航空航天用高端铸铝件的需求，是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公司目前财务

状况稳健，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

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双方签署的《收购之框架协议》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 2017 年度对天

津航宇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将以权益法进行核算，计入投资收益，对本年度利润产

生一定积极影响。公司本次受让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持有的天津航宇股份最

终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天津航宇 60%的股份，成为天津航宇的控股股东，天津航

宇亦将于 2018 年纳入应流股份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 

六、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受让别云波、别晓鸣、成玉芳持有的天津航宇股份完成后，将成为

天津航宇的控股股东。受天津航宇自身经营情况、相关产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



 6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天津航宇是否能够高效、顺利运营并达成预期目标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