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证券代码：603668        公告编号：2019-048 

转债简称：天马转债         转债代码：113507 

转股简称：天马转股         转股代码：191507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订意向性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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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丽莉、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合计持有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龙集团”或“目标公司”）46%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陈庆堂持有华龙集团 29%的股权。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曾丽莉、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及陈庆

堂持有的华龙集团部分或全部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最终实际转让及

受让股权比例将根据各方谈判结果以最终各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在交易

完成后将拥有对华龙集团的控制权。2019 年 5 月 24 日，公司与曾丽莉、陈文忠、

商建军、史鸣章及陈庆堂签署了《关于购买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之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可能会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

介机构开展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愿及意向

金支付安排等初步商洽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

为准。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曾丽莉、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合计持有华龙集团 46%的股权，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持有华龙集团 29%的股权。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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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及陈庆堂持有的华龙集团部分或全部股权，最终实

际转让及受让股权比例将根据各方谈判结果以最终各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公

司在交易完成后将拥有对华龙集团的控制权。2019 年 5 月 24 日，公司与曾丽莉、

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及陈庆堂签署了《协议》。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拟购买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意向性协议的议案》，关

联董事陈庆堂、陈庆昌和陈加成回避表决。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与相

关方签署相关文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相关规定，陈庆堂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本次交易可能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

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

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龙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283 号天骅大厦 4 层 

法定代表人：曾丽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8 年 08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9323J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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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及饲料添

加剂的销售；饲料技术服务；饲料加工机械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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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陈庆堂 580.00 29.00 

陈文忠 300.00 15.00 

曾丽莉 299.00 14.95 

商建军 283.00 14.15 



3 

史鸣章 38.00 1.90 

其他股东 500.00 25.00 

合计 2000.00 100 

3、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199.42 44,929.16 

资产净额 30,167.00 29,345.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53.31 16,735.19 

项目 
2019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054.49 136,112.63 

净利润 1,006.34 3,745.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74 2,284.59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姓名：陈庆堂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环中路****** 

身份证号码：350521196810****** 

陈庆堂先生，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本

公司主要创始人，公司第一、二、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台山市福马饲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

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泉州市泉港区政协副主席、泉州市工商联副主席，

泉州市泉港区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福州市泉州泉港商会会长，泉州

市泉港区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渔业协会鳗业工作委

员会会长、福建省饲料工业协会会长，中国渔业协会大黄鱼分会长。 

关联关系说明：陈庆堂先生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86,548,557 股，占本公

司股本总额的 26.47%，通过其独资公司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股份 23,456,4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17%（截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姓名：陈文忠 

身份证号码：42011119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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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环南三村******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姓名：曾丽莉 

身份证号码：350102196107******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环北一村******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4、姓名：商建军 

身份证号码：350102195608******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江厝路 70 号******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5、姓名：史鸣章 

身份证号码：350101194809******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环南三村******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曾丽莉、陈文忠、商建军、史鸣章 

丙方：陈庆堂 

1、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乙方合计持有的华龙集团 46%的股权，丙方持有的华

龙集团 29%的股权。最终比例视届时的沟通情况以各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2、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以甲方聘请的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以评估基准日（即 2019

年 3 月 31 日）确定的目标公司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

价格，并在正式协议中予以明确。 

3、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目标公司部分股权，本协议仅为各方就本次交

易达成的意向性协议，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价格、比例、交

易对方等）由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协议后最终确定。正式协议签署后，本协

议自动终止。 

4、本次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 

（1）在下述前提条件均得到满足后，本次交易方可实施： 

①甲方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订正式协议； 

②目标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且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已就本次交易放

弃优先购买权； 

③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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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次交易取得政府主管部门和其他必要的第三方的同意和批准（如需）。 

（2）本协议签署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意向金人

民币 2,000 万元，甲方应根据乙方的指示将上述交易意向金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该笔款项在后续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转为首期股权转让款。如甲乙

双方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未能达成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或乙方股权最终未能成功

转让给甲方，乙方同意于前述任一情形成就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意向金

全额无息返还给甲方。 

5、排他性条款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第三方以

任何方式就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出让或者资产出让事宜再行协商或者谈判。 

6、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

式迅速解决。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

交至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裁决。 

7、其他 

（1）若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将交易意向金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但乙方同意延期支付的除外。 

（2）本协议经各方有效签署后生效。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对本

协议内容予以变更或补充。 

（3）如各方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就本次交易签订正式协议，则本

协议自动终止。 

五、聘请的中介机构情况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聘请独立财

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

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多元化业务战略发展方向和实际经营需要，标的公司实

际经营主体与公司均为饲料生产企业，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

量、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公司将于 7 个工作日内向曾丽莉、陈文忠、商建军、史

鸣章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意向金。此外，如在本年度内正式收购本次交易对方

持有的华龙集团部分或全部股权并完成本次交易，将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一定的

影响。前述具体影响以经审计的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为准。 

七、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愿及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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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付安排等初步商洽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

为准。 

2、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3、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