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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38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7-051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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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武汉市杰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672.00 万元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投资在总经理办公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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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经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晶科技”或“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对武汉市杰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杰精精密”）投资 672.00 万元（其中增加杰精精密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其余人民币 552.00 万元计入杰精精密资本公积），成为杰精精密新的股

东。增资后，泰晶科技持有杰精精密 120.00 万股，占 7.4074%的股权。 

（二）2017年 9月 18日，公司委派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喻信东先生

与杰精精密全体股东雷四木、卢红萍、张鹏、董明和王中华在武汉签订了《增资

协议书》。 

（三）本次投资事项经公司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总经理办公会

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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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四）杰精精密及其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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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一）公司已对本次增资协议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履约能力进行了必

要的尽职调查。 

1、雷四木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远路*号 

身份证号码：420121 19700503 **** 

2、卢红萍 

住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峰水佳苑*幢 

身份证号码：420112 19691102 **** 

3、张 鹏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号 

身份证号码：420122 19720307 **** 

4、董 明 

住所：湖北省麻城市黄金桥商苑西*排*号 

身份证号码：421181 19660610 **** 

5、王中华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万科金域松湖*栋 

身份证号码：420121 19730910 ****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武汉市杰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武汉市汉南经济开发区模具工业园一期第 A06 幢非标准层 1 号房 

4、法定代表人：雷四木 

5、注册资本为：1,50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五金制品和元器件的生产与销售；模、制具生产与销售 

7、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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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增资方式：现金增资扩股 

9、本次增资后标的公司董事会人员安排：杰精精密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泰晶科技委派 1 人担任其董事。 

10、杰精精密增资前股本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雷四木 895.50 59.70 

2 卢红萍 300.00 20.00 

3 张 鹏 150.00 10.00 

4 董 明 120.00 8.00 

5 王中华 34.50 2.30 

合  计 1,500.00 100 

11、杰精精密增资后股本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雷四木 895.50 55.2778 

2 卢红萍 300.00 18.5185 

3 张 鹏 150.00 9.2593 

4 董 明 120.00 7.4074 

5 王中华 34.50 2.1296 

6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7.4074 

合  计 1,620.00 100 

12、杰精精密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杰精精密自成立以来坚持“精益求精，做精、做专、做强”的经营理念，专

注精密拉伸技术，积极推进产品质量提升，树立公司良好的形象和信誉，目前处

于国内细分行业新技术创造和发展的前沿，逐步形成了自主的核心技术开发体

系。公司从创业之初单一的石英晶体系列五金产品，发展到汽车端子系列产品、

光纤通信模块外壳系列产品、TYPE-C 外壳系列产品、电池外壳和盖帽系列产品

等等，产品涵盖电子元器件、汽车、手机、电脑、通讯设备等多个领域，目前在

一些国内外知名企业都有广泛的应用。 

杰精精密开发的 TYPE-C 外壳系列产品的应用从充电设备、扩充基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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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到 U 盘、手机、平板、电脑和显示器，甚至车载娱乐系统等等，市场合力正

在推动 USB Type-C 向统一的方案发展，目前市场正处于快速向上发展阶段；杰

精精密开发的电池壳和盖帽系列产品，随着国内储能及电动汽车产业巨大潜在市

场的释放，未来市场也是处于快速的发展阶段。 

 

（二）投资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上海为众永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沪为众

永光会专（2017）第 2144 号），杰精精密 2016 年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上半年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0,011,638.05 7,076,420.28 

净利润 3,420,240.66 -173,059.67 

项目 2017-06-30 2016-12-31 

净资产 16,646,801.96 -853,438.70 

总资产 29,255,740.12 7,180,766.00 

 

（三）投资价格确定的方法 

本次投资以公司组织的尽职调查、上海为众永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沪为众永光会专（2017）第 2144 号）及验资报告（沪为

众永光会验（2017）第 2026 号）并结合杰精精密盈利状况为定价基础，经与全

体协议各方协商确认。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投资方，已与杰精精密及本公告第二部分“投资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介绍”中的有关当事人签署《增资协议书》。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拟投资 672.00 万元（其中增加杰精精密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其余人民币 552.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成为杰精精密新的股东，增资后，泰

晶科技持有杰精精密 120.00 万股，占 7.4074%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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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协议书》签署后，杰精精密由原执行董事改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泰晶科技委派 1 人担任其董事。 

 

（二）出资期限 

公司在《增资协议书》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杰精精密指定账户支付增资款。 

 

（三）承诺与保证 

1、签订增资协议书的各方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并

已获得本次增资扩股所要求的一切授权、批准及认可。 

2、签订增资协议书的各方具备签署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协议一经

签署即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3、签订增资协议书的各方在协议中承担的义务是合法、有效的，其履行不

会与各方承担的其它协议义务相冲突，也不会违反任何法律。 

4、杰精精密原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接受泰晶科技作为新股

东对杰精精密进行增资扩股。 

5、杰精精密原股东保证，杰精精密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增资协议书签

署前不存在以下情形：（1）对外提供担保、借款；（2）可能因违反其它协议约

定或其它事由受第三方起诉、申请仲裁或申请司法执行；（3）可能因违反法律

法规或其它规范性文件或因此遭受有关政府机关处罚。 

6、杰精精密原股东保证所持有的杰精精密的权益真实、合法、有效，且并

未就其所持有的标的股权及其相关权益进行过质押、抵押、抵债或以其他方式进

行处置，也未作出过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上述处置的承诺；本次增资事项没

有导致原股东违反与任何第三方的约定或者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 

7、签订增资协议书的各方一致同意根据本协议内容对杰精精密公司章程进

行相应修改。 

8、签订增资协议书的各方承诺在协议签定后尽快签署相关文件，提供相关

资料，保证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本次增资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因不

可归责于泰晶科技或不可抗力事由或未经泰晶科技同意批准导致逾期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每逾期一日，杰精精密原股东代表雷四木向泰晶科技支付 1,000 元

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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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时，各方均有权将

争议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按照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五）杰精精密新股东的权利及义务 

泰晶科技同原有股东法律地位平等，享有法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按增资协议书约定，足额认购股份并一次性缴纳全部认股款。承担并履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武汉市杰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各项

义务。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旨在通过杰精精密在精密拉伸领域的优势，强强联合，在相

关电子元器件封装材料、精密拉伸模具及工艺方面的研发、生产上优势互补，共

同构建市场平台建设，为双方创造更佳的经济效益。 

本次投资在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不排除因决策失误或宏观经济影响等原因，导致不能达到投资目的或产生投

资损失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