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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股   编号：临 2016—072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现金收购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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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拟现金收购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51%

股权，收购价格暂确定为人民币 3.06 亿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本次股权收购事项需要取得国家国防科工局的事前审查同意，是否能通过审

查以及通过审查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标的公司《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尚在申请办理过程中，标的公司能否

通过主管部门审查及取得许可证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本次收购事项尚未通过国家国防科工局审查同意,因此需待审批通过后提交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与交易对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目前本

次交易各方签订的意向书只是各方对目前意图的一个陈述，并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合

同、承诺或协议。 

 

一、交易概述 

（一）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鼎立股份”）

原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宝通天宇”）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并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起连续停牌。 

根据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

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以下简称“《军工事项审查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本次资产收购事项需要取得国家国防科工局的事前审查同意。 

标的公司《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尚在申请办理过程中，该项资质的取得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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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工局审核本次交易事项存在重大影响，国防科工局暂未能对公司上报的重组框架

方案作出批复。鉴于收购事项取得国防科工局批复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因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连续停牌约 5 个月，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经慎重考虑并与

交易对方初步协商一致，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改为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

司 51%股权。 

经与王文林、谭长梅、郫县渝程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王树美（以下简

称“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签署了《关于成都宝

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收购意向书》，拟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收购价

格暂确定为人民币 3.06 亿元，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标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最终的交易对价将根据正式评估报告结果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

商确定。 

（二）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1、根据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

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需要取得

国家国防科工局的事前审查同意。 

2、本次收购待取得国防科工局同意收购的审查意见文件之后，将提交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 

3、本次收购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介绍 

1、王文林，男，中国国籍，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最近三年工作：在宝通天宇任

执行董事、总经理。 

2、谭长梅，女，中国国籍，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最近三年工作：在宝通天宇任

财务总监。 

3、王树美，女，中国国籍：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最近三年工作：自由职

业。 

4、郫县渝程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1）渝程企业成立于 2016 年 6 月，位于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北区港北三路 5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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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通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文林。企业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

投资及资产管理类咨询服务）（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或

禁止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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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程企业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王文林 750 货币 30.00 普通合伙人 

2 谭长梅 1,750 货币 7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500 - 100.00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该企业设立不足一个会计年度，无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王文林与谭长梅为夫妻关系，对宝通天宇拥有控制权。上述交易对方和本公司均无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介绍 

    1、宝通天宇基本情况 

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月 26日，公司位于成都市郫县成

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北二路 469号，企业法人代表为王文林，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692.3077 万元。公司主要从事射频及微波组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化、定制化和个性化的产品服务，是一家具备创新自主研发能力的

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射频微波产品、软件无线电及数字通信产品和电源产品三大

类，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地空通信、卫星导航和空管电子等领域。 

2、宝通天宇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谭长梅 55.67 

王文林 26.00 

王树美 10.00 

郫县渝程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8.33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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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该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33,403,934.44   69,208,647.86  

负债合计 27,430,616.48  30,370,514.01  

所有者权益 105,973,317.96  38,838,133.85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2,764,506.98   47,298,095.68  

利润总额  20,163,872.08   24,053,758.32  

净利润 17,135,184.11  20,367,252.24  

 

 

四、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谭长梅 

     （2）王文林 

丙方：郫县渝程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丁方：王树美 

2、标的资产 

甲方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为乙方、丙方、丁方合计所持之标的公司的 51%股权，其中：

乙方（1）拟转让标的公司 1,965,461 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28.39%，乙方

（2）拟转让标的公司 918,000 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13.26%，丙方拟转让

标的公司 294,231 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4.25%，丁方拟转让标的公司 353,077

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5.10%。 

3、交易对价 

各方经初步磋商，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暂确定为人民币 30,600 万元。甲方已聘请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最终的交易对价将

根据正式评估报告结果由本协议各方协商确定。 

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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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向乙方、丙方、丁方支付全部交易对价。 

5、交割日 

标的公司完成标的资产股东变更为甲方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本次交易的交割日。 

6、利润承诺及补偿 

乙方、丙方、丁方的利润承诺期间为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三个完整会计年

度。 

乙方、丙方、丁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800 万元，2018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8,500 万元。 

若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间内，截至 2016 年末（当年度）、2017 年末（当年度及

2016 年度）、2018 年末（当年度及 2017、2016 年度）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

对应各年度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乙方、丙方、丁方应以现金方式对不足部分进行补

偿。 

上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据确定，并经甲方确定的审计机构的审计报

告确认。 

甲方在当年年报披露后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乙方、丙方、丁方当年应补偿的现

金金额总额：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总额=（截至当年度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度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数）×本次交易对价÷利润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现金

总额 

注 1：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注 2：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总额，由乙方（1）、乙方（2）、丙方、丁方分别按

照本次收购前其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占标的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7、利润承诺期末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承诺期届满时，各方应共同协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经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总额，则乙方、丙方、

丁方需以现金方式对减值部分进行补偿。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总额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测试应补偿现金金额总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总额 

注 1：上述公式计算出的现金金额总额，由乙方（1）、乙方（2）、丙方、丁方分别按照本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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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前其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占标的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注 2：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减去利润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

扣除利润承诺期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等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8、超过利润承诺的奖励  

截至利润承诺期届满时，若： 

（1）标的公司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高于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利润

承诺总数； 

（2）标的公司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体现为净损失的，该项

损失的绝对值不超过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利润承诺总数的 30%； 

则（标的公司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总数—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利润

承诺总数）×51%×50%的金额将作为对乙方、丙方、丁方的奖励，由甲方以现金方式

支付。甲方向乙方、丙方、丁方支付的业绩奖励，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的 20%。 

9、终止 

如果甲方与乙方、丙方、丁方未能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

议，则本意向书于前述日期终止。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各方于 2016 年 8 月 1 日签订的《关于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框架协议》自动终止。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收购而产生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本身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并不会因此而新增关联交易。 

3、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宝通天宇处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率

均较高，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向好，其快速增长的业绩能较为显著地增强鼎立股份的盈利

能力。同时标的公司在军用电子产品中的生产和研发能力能提升鼎立股份在军工业务领

域的产品宽度和竞争力，提升其军工业务的盈利能力。因此，本次资产收购将有助于鼎

立股份盈利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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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如在本年度顺利实施，宝通天宇将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对公

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收购意向

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9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