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5 

转债代码：113505                 转债简称：杭电转债 

转股代码：191505                 转股简称：杭电转股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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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标的名称：除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特信

息”）外的全部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其子公司的

股权（以下简称“原富春江光电”）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电股份”）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终止的议案》。上述

议案将提交至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度通过收购原富春江光电开始进入光通信领域。光纤产业存

在特殊的产业结构，产业链利润的分布大体为“光棒占 70%，光纤占 20%，光



    

缆占 10%”。作为光缆产业链的延伸，公司通过子公司永特信息投资建设并实

施“年产 500 万芯公里特种光纤产业项目”，以实现光棒自主供应。 

2019 年以来，行业形势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移动 2019 年普通光缆集采中

标结果的公布，光纤、光缆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原富春江光电主要负责光

缆产品的生产、销售，未能中标中国移动 2019 年普通光缆集采项目，预计未来

经营业绩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因素，为避免对上市公司造成影响和负担，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经协商，公司在购回永特信息后，由原富春江光电全体股东购回原富

春江光电 100%股权。 

本次交易方案系原富春江光电全体股东现金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

电 100%股权及除永特信息以外的全部子公司的股权（即原富春江光电）。根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1383

号），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原富春江光电的净资产为 23,708.46 万元，经双方

协商，原富春江光电的原股东以 50,900 万元的价格购回原富春江光电。具体定

价依据为原富春江光电 45,000 万元股权收购款以及原富春江光电 2017 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3.72 万元、2018 年 1-9 月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45.78 万元之和。 

（二）本次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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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 138 号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孙翀 

注册资本：18,6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1437152490 

经营范围：移动电话机、移动通信设备、市话通信电缆、光缆、无氧铜杆、

铜丝、电磁线、电缆交接箱、分线盒、模块和 PE、PVC 塑料粒子、通信配套设

备及专用电缆设备、通信线路器材、光通信器件及设备制造，销售。黄金、白

银销售；移动通信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支机构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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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营业务情况 

富春江集团是一家投资管理型机构，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业务。

其投资方向包括信息通信、节能环保和电气装备三大产业。 

富春江集团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元 

财务状况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058,686,248.48 

负债总额 8,361,677,663.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04,408,817.29 

盈利指标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1,779,766,583.63 

利润总额 537,261,464.01 

净利润 436,861,858.79 

 



    

 

（3）股权结构 

 

 

2、其他 10 名自然人 

（1）孙庆炎，男，1951 年出生，中国国籍，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董事兼总经理。 

（2）章旭东，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江

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3）郑秀花，女，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富

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4）章勤英，女，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富春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5）华建飞，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富春

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孙庆炎 孙翀等 13 名自然人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万金福等 46 名自然人 

杭州富阳富杭投资有限公司 张涛等 30 名自然人

人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39.24% 60.76% 

100% 

10.10% 15.00% 74.90% 



    

（6）陆春校，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富春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7）王亮，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 

（8）李小东，男，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9）严国荣，男，1959 年出生，中国国籍。 

（10）陆群，男，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原富春江光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608 号 

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陆春校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09764119 

经营范围：光纤、通信光缆及光器件、通信电缆、通信器材及设备、可视

电话及多媒体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凭环保审批意见）、销售，通信网络工程

的设计、安装及技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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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富春江光电及除永特信息以外的全部子公司（即原富春江光电）股权结构

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3）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9]1383 号），原富春江光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77,112,865.19 719,370,986.03 

负债总额 360,806,585.72 482,286,426.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1,155,465.48 189,609,146.81 

项  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62,726,785.27 301,325,043.59 

利润总额 59,128,407.76 41,338,632.63 

净利润 41,683,400.62 32,167,877.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37,229.99 28,457,811.1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交易各

方将另行签署《关于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函》、《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反担保协议》等相关

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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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孙庆炎等 10 名自然人股东 

1、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按以下方式确认： 

（1）各方确认，本次转让将在富春江光电减资并同步完成富春江光电全资

子公司永特信息变更为杭电股份全资子公司后进行。 

（2）根据《审计报告》显示，原富春江光电在审计基准日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为 18,960.91 万元，经各方协商，杭电股份转让标的股权的价格在

2017 年签署的《关于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

称“原协议”）的收购价格 4.5 亿元为基础，并加上原富春江光电 2017 年度经

审计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053.72 万元、2018 年 1-9 月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845.78 万元之和，经协商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50,900 万元。 

（3）因杭电股份按原协议约定尚余 10%的尾款 4,500 万元未向原富春江光

电的原股东支付，在本次转让价款中进行抵扣，故本次转让，受让方实际应付

的股权转让款为 46,400 万元。 

2、对价支付： 

（1）原富春江光电的原股东在杭电股份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股权转让议案后

向杭电股份支付至股权转让款的 51%（即 25,959 万元），付款期限最迟不超过

2019 年 5 月 31 日。因公司按原协议约定尚余 10%的尾款 4,500 万元未向原富春

江光电的原股东支付，在本次转让价款的首期支付时进行抵扣，故原富春江光

电的原股东首期支付款实际为 21,459 万元； 

（2）原富春江光电的原股东在富春江光电完成本次转让的公司工商变更登

记后的 6 个月内支付完毕剩余股权转让款。首期股权转让款付款后的 10 日内，

本协议各方应互相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股权的移交、过户手续。 

3、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终止： 

原协议对 2017 年至 2019 年的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及利润补偿义务进行了约

定，在本协议生效后，原协议业绩承诺方即本协议丙方的盈利预测补偿承诺同

步终止。 

4、损益归属： 



    

各方同意，审计基准日后至本次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过渡期，原

富春江光电在过渡期的损益均归属于原富春江光电的原股东。 

5、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1）富春江集团及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富春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出具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投资

或控制的其他公司与杭电股份之间未来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

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本人在杭电股份权力机构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将主动履行回避义务，

对需报经有权机构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保

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杭电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原富春江光电和富春江集团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原富

春江光电从事光缆和光器件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原富春江光电在杭电股份收

到首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生产的光纤除以市场公允价销售给杭电股份或其下

属企业外，不对第三方销售。 

（3）杭电股份和永特信息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永特信息仅

从事光棒和光纤的生产和销售，不生产并对不对外销售光缆。 

（4）杭电股份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在进行

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

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杭电股份权力机构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将严格执行回避制度，

对需报经有权机构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确

保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制度杭电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6、反担保事项： 

原富春江光电在成为杭电股份全资子公司期间由公司担保取得了银行借款，截

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止，该等由杭电股份担保的借款余额为合计 17,900 万元，原

富春江光电承诺在前述借款合同履行期间不再新增由杭电股份承担担保义务的

借款，同时原富春江光电前述借款到期后不再由杭电股份提供新的担保，同时



    

富春江集团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同时与杭电股份就上述担保事项签署《反担保协

议》，《反担保协议》在本协议生效时一并生效。 

目前担保借款明细如下： 

序号 贷款方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利

率 
借款期限 

1 

建设银行

富阳支行 

6000 4.35% 2018.11.5-2019.11.4 

2 5000 4.35% 2018.11.7-2019.11.6 

3 2000 4.79% 2019.3.15-2020.3.14 

4 北京银行

富阳支行 
4900 5.22% 2018.8.17-2019.8.16 

合计 17900   

 

7、其他条款：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 

（2）在杭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转让方案的条件满足前，本协

议项下各方的承诺与保证、过渡期安排、违约责任及补救和保密等即须享有或

履行的权利义务条款在本协议签署后即生效，其他条款于杭电股份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转让方案之日起生效。 

（3）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则守约方应书面通知对方予以改正或作

出补救措施，并给予对方 15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如果宽限期届满违约方仍未适

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则本协议自守约

方向违约方发出终止本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守约方不放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

任的权利。 

 

五、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富春江光电担保下累计借款余额为 17,9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富春江光电的担保继续生效，原担保到期后自动

解除。富春江光电承诺在上述借款合同履行期间不再新增由公司承担担保义务

的借款，在上述借款到期后不再由公司提供新的担保。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上述担保解除前，由富春江集团对公司以信用方式提供反担保，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与富春江光电、富春江集团签署了《反担保合同》，就相关事项作出明

确约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富春江光电委托理财以及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富春江光电之间不存在经营性往来。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9 年以来，行业形势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移动 2019 年普通光缆集采中

标结果的公布，光纤、光缆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原富春江光电主要负责光

缆产品的生产、销售，在中国移动 2019 年普通光缆集采项目中未能中标，预计

未来经营业绩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综合上述因素，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避免对上市公司造成影响和负担，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经协商，

公司拟向原富春江光电全体股东出售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及除永特信息以外的

全部子公司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收购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相

应终止，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500 万芯公里特种光纤产业

项目”的正常进行，公司在光通信产业链的布局上仍然具备光棒和光纤的生产

和销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不会产生不良影响，本次转让价款较

原收购价款增值 13.11%，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

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终止的

议案》，关联董事华建飞先生、章勤英女士、郑秀花女士、陆春校先生、卢献庭

先生回避表决。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

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终止的

议案》，关联监事章旭东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且公司独

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已将本次向关联方出售子公司股权、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和收回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

诺终止的相关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发送了相关文件，独立董事

一致认为该关联交易切实可行； 

2、公司本次向富春江光电的原股东购出售富春江光电100%股权及其除永

特信息以外全部子公司股权、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和收回的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终止的相关事项，可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避免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和负担，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本次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审议本次向关联方出售子公司股权、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和

收回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终止事项时，关联

董事华建飞、郑秀花、章勤英、陆春校、卢献庭进行了回避表决，该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4、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向富春江光电原股东出售富春江光电100%股权

及其除永特信息以外全部子公司股权的交易方案、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

剩余和收回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终止的事项

及全部相关事项。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并同

意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九、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出售原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系基于富春江光电实

际情况和市场发展现状而做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后，原协议业绩承诺方即原富春江光电全体股东的盈利预测补偿



    

承诺同步终止。上述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本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

异议。 

2、因公司出售原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收购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相应终止。交易对价公允、

合理，且将剩余和收回的募集资金全额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本保

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3、因公司出售原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公司对富春江光电的担保构成关

联担保。富春江光电对相关事项作出了承诺，同时关联担保期间富春江集团对

杭电股份以信用方式提供反担保。本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4、因公司出售原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出现潜在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

风险。相关方均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本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