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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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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停牌具体事由 

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大事项未公告，经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紧急停牌一天。 

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仪电电子集团”）通知，仪电电子集团之母公司上海仪电（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仪电集团”）正在筹划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目前交易各方对本次交易仅达成初步意向，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起停牌，停牌时间

预计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

修订）》的要求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并申请复牌。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之一 



1、交易标的之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425000022K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03 号 

法定代表人 徐洪海 

注册资本 16,093.75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仪器仪表，电子，机械，计算机和自动化领域的产品及系统的设

计、开发、成套生产、销售、代理、代购代销、测试、修理、安

装和工程承包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进

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电子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及施工，《自动化仪表》期刊出

版、发行，承办《自动化仪表》杂志国内杂志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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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1999 年 10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10 月 29 日至无固定期限 

2、交易标的之一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之一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

仪院”）对应的交易对方为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仪电集团持有自仪院 80%

股权，为自仪院控股股东。鉴于仪电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仪电电子集团的全资股

东，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前述交易尚在筹划中，前

述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前述交易的具体交易对方尚未最终确定。 

仪电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28728T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雄 



注册资本 35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通讯产品、设备及相关的工程设计、

安装、调试和维护，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外围设施，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办公

自动化设备、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照明器具、电子产品、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除蓄电池）、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

船用配套设备、家用电器的研发、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从事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纪，以及上海市国资委授权范围

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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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1994 年 5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1994 年 5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3、交易标的之一的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向交易标的之一自仪院的交易对方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持

有的自仪院 80%股权。 

（二）交易标的之二 

1、交易标的之二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仪电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32435952XH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06 号 1 号楼 10 层 

法定代表人 顾德庆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除蓄电池）、仪器仪表、电

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电子材料的研发、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施工、维护，实业投资，



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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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7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1 月 7 日至无固定期限 

2、交易标的之二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之二上海仪电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汽

车电子”）对应的交易对方为仪电电子集团，仪电电子集团持有仪电汽车电子 100%

股权。仪电电子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仪电电子集团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仪电电子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3425827T 

注册地址 田林路 168 号 1 号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 李军 

注册资本 26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照明器具、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除蓄电池）、仪器仪

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船用配套设备、家用电器的研发、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计算

机集成及网络的设计、安装、维修，实业投资，从事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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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9 月 29 日至无固定期限 

3、交易标的之二的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向交易标的之二仪电汽车电子的交易对方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其持有的仪电汽车电子 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之三 



1、交易标的之三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仪电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3022XD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豫路 818 号 

法定代表人 顾德庆 

注册资本 9,887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智能卡、智能化电子产品、设备及系统的开发研制和生产销售，

银行、金融技术设备及系统，电脑，文教器材，办公自动化设备，

商用收款机，超市商场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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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1994 年 7 月 12 日 

营业期限 1994 年 7 月 12 日至无固定期限 

2、交易标的之三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之三上海仪电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智能电

子”）对应的交易对方为仪电电子集团。仪电电子集团持有仪电智能电子 57.65%

股权，为仪电智能电子控股股东。仪电电子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仪电电子集

团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仪电电子集团的基本情况同前。 

3、交易标的之三的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向交易标的之三仪电智能电子的交易对方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其持有的仪电智能电子 57.65%股权。 

（四）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签署情况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仪电集团、仪电电子集团签署了关于

本次交易的意向协议，约定公司拟向仪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自仪院 80%股权，向

仪电电子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仪电汽车电子 100%股权及仪电智能电子 57.65%股

权。本次交易将由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

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最终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以评估报告为准，

交易各方将根据最终的资产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最终的资产转让价格。 

上述交易意向协议为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及相关条款和条件由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确定。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

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对方尚未最终确定，因此本项交易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

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