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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在充分尽职调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的。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本核查意见系基于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

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对广东骏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合法、合规、真实和

有效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3、本核查意见仅供广东骏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独立财务顾问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4、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广东骏亚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

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所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独立

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广东骏亚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2 

目  录 

声明 ............................................................... 1 

目录 ............................................................... 2 

释义 ............................................................... 3 

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 5 

一、本次发行方案概述 .............................................. 5 

二、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5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11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 13 

五、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 13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 14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16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 16 

二、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 16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情况 ................................... 16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 16 

五、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 17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 17 

七、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17 

八、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 17 

九、后续事项 ..................................................... 18 

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19 



 

3 

释义 

广东骏亚/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 
指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陈兴农、谢湘、

彭湘等 10 名自然人 

指陈兴农、谢湘、彭湘、陈绍德、颜更生、陈川东、颜振祥、殷建

斌、李峻华、周利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

重组/本次资产重组 

指本公司拟通过向陈兴农、谢湘、彭湘等 10 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后者持有的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

限公司及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深圳牧泰莱 指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牧泰莱 指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陈兴农、谢湘、彭湘等 10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深圳市牧泰莱电

路技术有限公司及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深圳牧泰莱及长沙牧泰

莱/标的公司 

指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及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

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8 年 5月 31 日 

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 

指广东骏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之日，即广东骏亚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2018年 9 月 15 日） 

交割日 指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交易价格/交易作价 指广东骏亚收购标的资产的价格 

业绩承诺方 指陈兴农、谢湘、彭湘等 10 名自然人 

本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 

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 

购买长沙牧泰莱股权协

议/《购买长沙牧泰莱股

权协议》 

指《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

公司股权的协议书》 

购买长沙牧泰莱股权补

充协议/《购买长沙牧泰

莱股权补充协议》 

指《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

公司股权的补充协议》 

购买深圳牧泰莱股权协

议/《购买深圳牧泰莱股

权协议》 

指《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

限公司股权的协议书》 

购买深圳牧泰莱股权补

充协议/《购买深圳牧泰

莱股权补充协议》 

指《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

限公司股权的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充

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补充协议》 

指《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长沙牧泰莱资产评估 指中联评报字[2018]第 2119 号《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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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牧泰莱资产评估

报告》 

指中联评报字[2018]第 2120 号《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长沙牧泰莱补充资产

评估报告》 

指中联评报字[2019]第 1001 号《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了解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 

《深圳牧泰莱补充资产

评估报告》 

指中联评报字[2019]第 1000 号《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了解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 

承诺利润 

指交易对方承诺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及长沙牧泰莱电

路技术有限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经审计的模拟合并报表

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计算依据） 

实际利润 

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及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模拟合并报表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 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 指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本公司拟向陈兴农、谢湘、彭湘等 10 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

20,157,568 股广东骏亚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登记结算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核查意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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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广东骏亚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陈兴农、谢

湘、彭湘等 10名自然人持有的深圳牧泰莱和长沙牧泰莱 100%的股权。根据《深

圳牧泰莱资产评估报告》和《长沙牧泰莱资产评估报告》，本次深圳牧泰莱、长

沙牧泰莱的评估值分别为 29,001.69 万元和 43,987.78 万元，合计 72,989.47

万元，交易双方以该评估值为参考，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28,920.00 万元及 43,900.00 万元，合计 72,820.00 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

37,000.00 万元，占本次交易总额的 50.81%；以股份支付 35,820.00万元，占本

次交易总额的 49.19%。 

二、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长沙

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包括陈兴农、谢湘、彭湘、陈绍德、颜更生、

陈川东、颜振祥、殷建斌、李峻华、周利华等十位股东。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广东骏亚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元。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前款所称交

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

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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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交易总量。 

本次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广东骏亚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约定为 17.91 元/股，该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配股、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2019 年 5月 13日，上市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1,80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40 元（含税）。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根据前述利润分配情况，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17.77元/股。 

（四）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0,157,568 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股东 股权比例 股份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股） 

陈兴农 48.50% 173,727,000.00 9,776,421 

谢湘 12.50% 44,775,000.00 2,519,696 

彭湘 10.00% 35,820,000.00 2,015,757 

颜更生 9.50% 34,029,000.00 1,914,969 

陈绍德 9.50% 34,029,000.00 1,914,969 

陈川东 5.00% 17,910,000.00 1,007,878 

颜振祥 2.50% 8,955,000.00 503,939 

殷建斌 1.50% 5,373,000.00 302,363 

李峻华 0.50% 1,791,000.00 100,788 

周利华 0.50% 1,791,000.00 100,788 

合计 100.00% 358,200,000.00 20,157,568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配股、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五）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股份锁定要求以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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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深圳牧泰莱股权协议》、《购买长沙牧泰莱股权协

议》、《购买深圳牧泰莱股权补充协议》、《购买长沙牧泰莱股权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1）交易对方承诺，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2）深圳牧泰莱及长沙牧泰莱已完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合计

将在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直接取得本次发行所取得上市公司股票总数 11.50%的

股票；在聘请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出具 2019 年《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业绩承诺方合计可解锁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总数的

36.00%；在聘请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出具 2020年《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业绩承诺方合计可解锁本次发行所取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票。 

（3）上述股份解锁均以转让方履行完毕各承诺年度当年的业绩补偿义务为

前提条件，即若在承诺年度内，标的公司的实际实现净利润小于其承诺净利润的，

则转让方应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现金或股份补偿义务，若股份

补偿完成后，转让方当年可解锁股份额度仍有余量的，则剩余股份可予以解锁。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内股票解锁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持

有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发行完

成后可取得 

股份数量

（股） 

2019 年业绩

承诺完成后

可解锁股份

数量（股） 

2020 年业绩

承诺完成后

可解锁股份

数量（股） 

1 陈兴农 48.50% 9,776,421 1,124,288 3,519,512 5,132,621 

2 谢湘 12.50% 2,519,696 289,765 907,091 1,322,840 

3 彭湘 10.00% 2,015,757 231,812 725,673 1,058,272 

4 陈绍德 9.50% 1,914,969 220,221 689,389 1,005,359 

5 颜更生 9.50% 1,914,969 220,221 689,389 1,005,359 

6 陈川东 5.00% 1,007,878 115,906 362,836 529,136 

7 颜振祥 2.50% 503,939 57,953 181,418 264,568 

8 殷建斌 1.50% 302,363 34,771 108,851 158,741 

9 李峻华 0.50% 100,788 11,590 36,284 52,914 

10 周利华 0.50% 100,788 11,590 36,284 52,914 

合计 100.00% 20,157,568 2,318,117 7,256,727 10,582,724 

（4）交易对方根据本协议而取得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至锁定

期届满前或分期解锁的条件满足前不得进行转让，但按照约定由上市公司进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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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股份除外。 

（5）交易对方只能对依据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解锁后的股票进行质押。 

（6）在交易对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相关的补偿义务前，若上

市公司实施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交易对方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则增持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六）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本次交易利润承诺与业绩补偿主要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 

2018 年 11月 27日，广东骏亚与陈兴农、谢湘、彭湘等 10名长沙牧泰莱、

深圳牧泰莱股东签署了《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根据协议中“业绩承诺”规定：业绩补偿方承

诺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经审计的模拟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分别不低于 6,050 万元、6,560

万元、7,250 万元。 

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实际净利润超出承诺利润的部分，可以用于抵扣以

后年度的承诺利润。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实际净利润超过抵扣后的承诺利润，

视为交易对方完成业绩承诺。 

2、业绩补偿 

（1）盈利补偿方式 

如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则

交易对方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交易对方进行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①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10%，则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补偿； 

当期现金补偿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已补偿的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9 

②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10%，则由乙方以股份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计算方式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现金金额

÷本次发行价格。 

③上述计算结果小于 0时，按 0取值。 

④补偿义务人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则股份不足的差额部

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 

⑤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现金补偿部分加上股份补偿部

分）不超过因本次交易获得的总对价（扣除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部分）。 

（2）盈利补偿的实施 

广东骏亚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

莱业绩承诺期内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如

有）。业绩承诺方应在接到广东骏亚上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补偿完

毕。 

①现金补偿 

上市公司应在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30 个工作日

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支付其当年应补偿的现金。上市公司在按照

约定从当期尚未支付的现金中直接扣除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部

分，业绩承诺方应在接到上市公司上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包

括银行转账）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完毕。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 0时，

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②股份补偿 

若触发补偿条件，上市公司应在相关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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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董事会，确定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以下简称“回购注销”），并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义务人。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补偿实施日，若上市公司有现金分红的，则当期应补偿

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税后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如补

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因发生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行为

导致调整变化，则股份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

整。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业绩奖励 

业绩承诺期满后，若业绩承诺期三年累计实际完成的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

的 100%（不包含 100%），则超过 100%部分上市公司同意将超过三年累计承诺净

利润部分的 50%（不超过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金额的 20%）以现金方式奖励

给业绩承诺期满时还继续在标的公司核心员工。 

4、减值测试和补偿 

（1）减值补偿的方式 

在承诺年度届满时，广东骏亚将聘请经交易双方认可的并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牧泰莱及长沙牧泰莱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

告》。 

如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业绩补偿方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

易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业绩补偿方已补偿现金金额，则业绩补偿方应向广东

骏亚另行进行资产减值的股份补偿。业绩补偿方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不足以

补偿的，则股份不足的差额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金额及股份数为：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金额之和。 

其中，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

扣除承诺年度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资产减值补偿股份数量=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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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值补偿的实施 

如出现资产减值需要补偿股份数量及（或）现金金额（如有）的情况，上市

公司将于《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补偿方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或）现金金额（如有），业绩补偿方应在接到上市公司书

面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实施补偿。 

（七）标的资产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损益安排 

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评估基准日之后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所

有。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在过渡期间形成的期

间盈利、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交易对方未完全履行协

议相关约定而导致的损失由交易对方承担。 

交易双方在交割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拟购买资产过渡期间损益进行审计，相关审计机构应在交割日后三十个工

作日内出具审计报告，双方应在相关审计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期间

损益的支付工作。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本的影响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20,157,568股，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上市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骏亚企业有限

公司 
上市公

司交易

前股东 

145,125,000 70.40% 145,125,000 64.13% 

2 其他股东 61,018,200 29.60% 61,018,200 26.96% 

3 陈兴农 

本次交

易对方 

- - 9,776,421 4.32% 

4 谢湘 - - 2,519,696 1.11% 

5 彭湘 - - 2,015,757 0.89% 

6 陈绍德 - - 1,914,969 0.85% 

7 颜更生 - - 1,914,969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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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川东 - - 1,007,878 0.45% 

9 颜振祥 - - 503,939 0.22% 

10 殷建斌 - - 302,363 0.13% 

11 李峻华 - - 100,788 0.04% 

12 周利华 - - 100,788 0.04% 

合计 - 206,143,200 100.00% 226,300,768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前，骏亚企业持有广东骏亚 70.40%的股份，为广东骏亚的控

股股东，叶晓彬通过骏亚企业间接持有广东骏亚 70.39%的股份，为广东骏亚的

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骏亚企业持有广东骏亚 64.13%的股份，仍为广

东骏亚的控股股东，叶晓彬通过骏亚企业间接持有广东骏亚 64.12%的股份，仍

为广东骏亚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重大

影响。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备考

《审阅报告》（大华核字[2019]003833），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变

化情况如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广东骏亚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50,415.41 120,462.24 

总负债 84,916.25 58,877.50 

所有者权益 65,499.15 61,584.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5,499.15 61,584.74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12,007.30 98,845.55 

利润总额 7,325.35 7,537.85 

净利润 6,899.42 6,562.26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899.42 6,562.26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广东骏亚备考合并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47,221.36 219,637.48 

总负债 134,565.22 116,890.25 

所有者权益 112,656.14 102,747.2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12,539.02 10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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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44,285.51 126,647.27 

利润总额 14,587.06 13,391.67 

净利润 13,073.92 11,724.4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081.40 11,730.15 

深圳牧泰莱及长沙牧泰莱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将

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优化公司产业链布局，构建

新的盈利增长点，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价值。根据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方与上市

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标的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

的承诺盈利数分别不低于 6,050万元、6,560 万元和 7,25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深圳牧泰莱及长沙牧泰莱 100%的股权，深圳牧泰莱及长沙

牧泰莱将作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公司在资产质量、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等方面将得到一定的提升，本次交易能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带来更好的回

报。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未导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发生变动。 

五、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标的公司已经履行的程序 

2018 年 9月 12日，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陈

兴农等 10名股东将其分别持有的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股权转让至广东骏亚。 

2018 年 9月 13日，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与广东骏亚签订《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书》。 

2018 年 11 月 27 日，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与广东骏亚签订《购买长沙

牧泰莱股权协议》及《购买深圳牧泰莱股权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9 年 6月 13日，深圳牧泰莱、长沙牧泰莱与广东骏亚分别签订《购买长

沙牧泰莱股权补充协议》、《购买深圳牧泰莱股权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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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已经履行的程序 

2018年 9月 1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2019 年 1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2019 年 1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5 月 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 

2019 年 5月 15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议案》。 

2019 年 6月 5日，本次交易通过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 

2019 年 6 月 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议案》。 

2019 年 6月 1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8 月 8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骏亚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兴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96号），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等的规定，

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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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 10%。上述社会公众是指除了以下股东之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1.

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本次股票发行 20,157,568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将由

206,143,200 股变更为 226,300,768股，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数量占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约为 35.87，不低于 25%，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仍符合股票上

市条件。 



 

16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9 年 8月 19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深圳牧泰莱已就其 100%

股权过户事宜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取得了《变更（备案）通知书》

（编号：21903410553）及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2019 年 8月 22日，经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长沙牧泰莱已就其 100%

股权过户事宜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取得了《备案通知书》（编号：

（经开）登记内变核字[2019]第 6751号）及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对方已将其持有的深圳牧泰莱和长沙

牧泰莱 100%股权过户至广东骏亚名下，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

经办理完毕。 

二、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深圳牧泰莱和长沙牧泰莱

100%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情况 

2019 年 8月 26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广东骏亚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东骏亚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355 号）。经审

验，截至 2019 年 8 月 22 日止，广东骏亚已收到深圳牧泰莱 100%股权、长沙牧

泰莱 100%股权，交易金额合计为 72,820.00 万元，其中广东骏亚以股份支付

35,820.00 万元。上述股份发行后，广东骏亚股本增加人民币 20,157,568.00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广东骏亚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已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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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亚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20,157,568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0,157,568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广东骏亚的股份数量为 226,300,768股。 

五、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

及历史财务数据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广东骏亚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

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事项或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自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重组更换情况。 

七、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八、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书》、

《购买长沙牧泰莱股权协议》、《购买深圳牧泰莱股权协议》、《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等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依照相关约定履行协议，未出

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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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广

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披露。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

各承诺方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九、后续事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其他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广东骏亚尚需按照相关协议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2、广东骏亚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

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3、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4、广东骏亚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重组承诺

履行等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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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得到了监

管部门的批准，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2、本次交易涉及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深圳牧泰莱和长沙牧泰莱已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在合规方面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风险。 

3、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

数据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4、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后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出具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重组更换情况。 

5、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相关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本次交易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各承诺方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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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 耀                谢 超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