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88        证券简称： 美亚柏科       公告编号：2019-99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市

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德汇”）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拟使用

其自有资金向珠海市汇智德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智德辰”）租赁

其位于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三路 19 号的在建房屋“汇智德辰研发中心”

合计 5,581 平方米（包含公摊面积）作为办公场所使用。 

本次租赁办公场所的单价为 45 元/平方米/月，其中前三年租金为 301.374

万元/年，后两年租金参考同地段及相近房产的市场价格进行适当调整。若有上

调则上调幅度不得超过上一年度租金总额的 5%。本次租赁期限 5 年，预计租赁

总金额不超过 1,503万元（其中 2020 年 1 月-2月为装修免租期）。 

汇智德辰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苏学武，且公司董事长滕达为汇智

德辰股东之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租赁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滕达回避表

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

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租赁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珠海市汇智德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H4L5X6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苏学武 

（6）成立日期：2015 年 9月 10日 

（7）经营期限：2015 年 9月 10日至无固定期限 

（8）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 10 号主楼第六层 609

房 H 单元 

（9）经营范围：电子商务科技领域内的商用产品的销售、技术研发、转让、

咨询、服务；电子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子商务科技领域内的商用大数据采

集产品的销售、处理、分析、租赁及服务；自动化控制及数据的产品销售、采集、

处理、分析、租赁及服务；3D 立体成像技术产品的销售的研发、转让、咨询、

分析及服务。 

（10）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苏学武 2,750 55% 

珠海汇智德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 20% 

曾长征 750 15% 

滕达 250 5% 

刘延杰 250 5% 

合计 5,000 100% 

其中珠海汇智德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学武。 

2、历史沿革 

汇智德辰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10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时原

股东为苏学武出资 2,750 万元（持股 55%）、滕达出资 250 万元（持股 5%）、曾长

征出资 1,000 万元（持股 20%）、珠海汇智德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1,000

万元（持股 20%）。2017 年 7月 16 日，经汇智德辰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原股东

曾长征出让其持有汇智德辰 250 万元的资本额，即占汇智德辰注册资本 5%的股

权转让给新股东刘延杰，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汇智德辰



股东结构如上表所示。 

同时，汇智德辰股东会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原经营范围为“电子商

务科技领域内的商用技术研发、转让、咨询、服务；电子商务科技领域内的商用

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租赁及服务；自动化控制及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

租赁及服务；3D 立体成像技术的研发、转让、咨询、分析及服务”变更为“电

子商务科技领域内的商用产品的销售、技术研发、转让、咨询、服务；电子设备

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子商务科技领域内的商用大数据采集产品的销售、处理、

分析、租赁及服务；自动化控制及数据的产品销售、采集、处理、分析、租赁及

服务；3D 立体成像技术产品的销售的研发、转让、咨询、分析及服务”。 

除上述事项变更外，汇智德辰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3、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除在建房屋“汇智德辰研发中心”外，汇智德辰近三年未开展其他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汇智德辰总资产为 2,877 万元，净资产为 2,59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136 万元（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汇智德辰净资产为 3,641 万元(未经审计)。 

5、关联关系说明：汇智德辰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苏学武，且公

司董事长滕达为汇智德辰股东之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本次租赁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新德汇拟租赁位于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三路 19 号的在建房屋

“汇智德辰研发中心” 主楼一层、二层（部分）、四层、五层、六楼半层及“汇

智德辰研发中心”副楼一层合计 5,581 平方米（包含公摊面积）作为办公场所使

用。房屋及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2、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说明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房屋租赁价格是以标的房产同地区、同时段、相似配套水平的房屋报价

为参考，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本次租赁办公场所的单价为 45 元/平方米/

月，其中前三年租金为 301.374 万元/年，后两年租金参考同地段及相近房产的

市场价格进行适当调整。若有上调则上调幅度不得超过上一年度租金总额的 5%。 

本次房屋租赁期限 5年，预计租赁总金额不超过 1,503万元（其中 2020 年

1月-2月为装修免租期）。 

五、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出租方（甲方）：珠海市汇智德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珠海市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租赁情况：租赁“汇智德辰研发中心”主楼一层、二层（部分）、四层、

五层、六楼半层及副楼一层合计 5,581 平方米（包含公摊面积） 

3、房屋装修及设施情况：主楼大堂、电梯间、洗手间、过道等公共区域精

装修；主楼一层、二层、四层、五层、六楼安装玻璃隔断，室内毛坯；副楼一楼

毛坯。以上毛坯区域由乙方自行装修。 

4、租赁用途：该房屋仅作办公用途使用。 

5、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其中 2020

年 1 月-2月为装修免租期） 

6、租金及交付方式 

6.1 租金单价 45元/平方米/月，租赁总面积 5,581 平方米，月租金为人民

币（大写）贰拾伍万壹仟壹佰肆拾伍元整，（小写）251,145.00 元整，该租金已

含物业管理费和税费。 

6.2 定金：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十五天内须向甲方缴纳二个月的租金作为定

金，共计人民币（大写）伍拾万贰仟贰佰玖拾元整，（小写）502,290.00 元整。 

6.3 付款方式：按月度支付；第一期租金于签订合同后十五天内支付，以后

租金于每个租期开始后五天内支付。乙方以汇款方式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汇款

过程所产生的手续费由乙方承担。 

甲方应在每期租金支付前开具税务机关认可的合法发票给乙方，如因发票的

延迟或错误造成的延迟支付租金，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6.4 其他费用 

6.4.1 乙方承租单元的水电费用由甲方按照供电、供水部门收费标准代收代

缴，如因乙方拖欠费用导致的断水断电相关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6.4.2  宽带、有线电视、电话等其它费用由乙方自行开户、缴费。 

7、房屋交接程序 

7.1 合同期满后乙方保留租期届满时的装修状况交付甲方。 

7.2 乙方向甲方交房时，甲方应将定金无息退还乙方。如乙方有欠缴的租金

及其他未结清的费用，则甲方可将定金折抵后剩余部分退还乙方。 

7.3 遗留物约定：甲方向乙方交房三天后或乙方向甲方交房三天后，一方有

权任意处置另一方的遗留物。 

8、其他约定 

8.1 租赁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无效、被撤销或终止的，不

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条款的效力。 

8.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8.3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

方可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8.4 鉴于甲方目前还未拿到产权证明，甲方应在合同签订时提交不动产权证

复印件，甲方应积极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并在办理完成后 10 日内向乙方提交房

屋权属证明复印件。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全资子公司新德汇现有租赁办公场所较为拥挤，已没有拓展租赁空间，存在

办公场所分散于不同区域难以管理的问题，现有办公场所已经无法满足其业务持

续发展的需要；且当前租赁合同将于 2020 年 2 月份到期，因此经综合评估考虑，

为满足企业的发展规划，扩大办公场所、增设产品体验区域，经对高新区各办公

园区进行综合评估，选定 “汇智德辰研发中心”作为办公新址。 

房屋租赁价格以同地区、同时段、相似配套水平的房屋报价为参考，符合市



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德汇拟向关联方汇智德辰租赁办公场所，是基于

新德汇业务经营发展所需，新的办公地址符合新德汇的业务发展和经营规划，且

有利于新德汇统一管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租赁

价格以同地区、同时段、相似配套水平的房屋报价为参考，符合市场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办公场所租赁暨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我们同意该事项的实施。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

见； 

4、新德汇办公楼租赁合同【待签署】。 

特此公告。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