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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5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公司拟放弃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德瑞”、“标的公司”）少数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的少数股东深圳迈特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迈特峰”）和陶广拟将其分别持有的东莞德瑞 22.5%和 10%的股权分别转

让给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

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锂电”）；陶广拟将其持有的东莞德瑞其余

2.5%的股权转让给广州德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广州德瑞”）。 

根据《公司法》和东莞德瑞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上述

少数股权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考虑，公司拟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 2019年 2月 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在股东大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且本议案

非关联董事表决人数未达到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 3 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张长虹女士需在股东大

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暨与关联

方共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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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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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本次的交易标的为东莞德瑞 35%股权，标的公司为东莞德瑞，其基本情

况如下： 

名称：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沙东城科技工业园同辉路 

法定代表人：吕向阳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68282290N 

经营范围：精密设备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咨

询；机械设备零配件加工和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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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情况 

东莞德瑞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65%。 

（1）东莞德瑞目前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现有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 持有股份比例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1,300 万元 65.00% 

深圳迈特峰投资有限公司 450 万元 22.50% 

陶广 250 万元 12.50% 

合 计 2,000 万元 100.00% 

（2）股权变动完成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现有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 持有股份比例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1,300 万元 65.00%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650 万元 32.50% 

广州德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50 万元 2.50% 

合 计 2,000 万元 100.00% 

3、东莞德瑞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4,223.76  15,317.01 18,077.17 17,902.88 

净资产（万元）  11,697.69 11,647.06 12,607.33 9,2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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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万元）  7,149.05  11,527.80 18,687.83 12,781.89 

净利润（万元）  50.63 2,039.73 3,343.50 2,605.41 

注：以上 2015 年-2017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深圳迈特峰 

名称：深圳迈特峰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3088 号中洲大厦 2203 

法定代表人：吴庆隆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38845767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投资咨询，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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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广 

证件号码：3301061970****213* 

通信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泰花园又一居**号别墅 

（二）受让方 

1、比亚迪锂电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宝荷路 3001 号  

法定代表人：王传福 

注册资本：616,000 万 

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16327M 

经营范围：电池线束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再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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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锂锰氧材料、电源系统（不间断电源、通

信电源、电子电源、电力电源）、硅铁模块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太阳能电池组

件的生产（限 A2 厂房一层）、开发、销售；等。 

比亚迪锂电为比亚迪的全资子公司，比亚迪为 A 股和 H 股上市公司，A 股

股票简称：比亚迪，股票代码：002594，比亚迪的实际控制人为王传福先生。 

（2）业务及财务情况说明 

比亚迪锂电主要从事包含锂离子电池、锂锰氧材料、电源系统以及电池线束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比亚迪锂电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万元） 2,017,769.9  1,737,668.8 

净资产（万元） 927,413.9 969,687.3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836,434.9 1,559,070.7 

净利润（万元） 18,263.2 145,202.5  

   注：以上 2017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比亚迪锂电为比亚迪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吕向阳先生担任比亚

迪的副董事长，同时担任比亚迪锂电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和 10.1.5 条的有关规定，比亚迪锂电为公司关联人，公司本次放弃

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并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2、广州德瑞 

（1）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德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广保大道 215 号 2 楼 206 房 

执行合伙人：吕向阳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KWPK6R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企业产权交易的受托代理；贸易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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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投资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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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信息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合伙份额 

吕向阳 普通合伙人 99.5% 

张加祥 有限合伙人 0.5% 

（2）业务及财务情况说明 

广州德瑞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为东莞德瑞员工持股平台，尚未实际

运作，尚无财务数据。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吕向阳先生为广州德瑞普通合伙人，同时担

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和 10.1.5 条

的有关规定，广州德瑞为公司关联人，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 

四、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交易各方分别协商确定，东莞德瑞 32.5%股权转让给比

亚迪锂电，合计转让价格为 5,200 万元，其中，深圳迈特峰持有的 22.5%股权转

让价格为 3,600 万元，陶广持有的 10%股权转让价格为 1,600 万元。陶广持有的

2.5%股权转让给广州德瑞，转让价格为 400 万元。前述东莞德瑞 35%股权转让

价格合计 5,600 万元。 

交易双方约定，以现金方式进行交易，公司若不放弃本次东莞德瑞 35%股权

的优先购买权，至少需承担支付现金 5,600 万元的义务。 

五、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东莞德瑞在电池设备行业深耕多年，拥有领先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不断投

入技术研发，开发新客户，力争做强做大；比亚迪锂电作为全球动力电池领军厂

商，不断在动力电池领域积极扩张。 

公司本次放弃对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 35%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战

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考虑，其中，东莞德瑞 32.5%股权的受让方为比亚迪锂电，

为公司关联方，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比亚迪锂电受让东莞德瑞少数股权，不

仅能进一步实现东莞德瑞与比亚迪锂电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良好的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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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上下游产业协调效应，促进东莞德瑞进一步做强做大，也充分契合东莞德瑞

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方向；东莞德瑞剩余 2.5%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广州德瑞，为

东莞德瑞员工持股平台，有利于调动和发挥东莞德瑞技术团队和核心员工的积极

性，提高东莞德瑞核心竞争力。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保持对东莞德瑞的实际控制权，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影响公司在东莞德瑞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事情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沈洪涛女士和向旭家先生对放弃优先购买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情如下： 

（一）事前认可  

“1、公司已将该项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

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2、我们认为公司放弃东莞德瑞 35%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战略

规划和经营发展的考虑，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改变对东莞德瑞的控制权，不改

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影响公司在东莞德瑞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3、综上，我们同意将该项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1、基于当前整体经营发展规划考虑，结合公司发展实际情况，公司放弃

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 35%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有利于形成东莞德瑞与比亚迪

锂电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良好的优势互补，发挥上下游产业协调效应，促进东

莞德瑞进一步做强做大，充分契合东莞德瑞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方向；东莞德瑞剩

余 2.5%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广州德瑞，为东莞德瑞员工持股平台，有利于调动

和发挥东莞德瑞技术团队和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东莞德瑞核心竞争力。本次

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2、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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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该事项投了赞成票，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 

2、经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