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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合资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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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时代新材”）

以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瑞唯”）

100%股权，青岛思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锐科技”）以所持有的全资子

公司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锐科技”）100%股权，共同

向合资公司株洲中车新锐减振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新锐”）增资，增

资后时代新材持有中车新锐 52.07%的股份，思锐科技持有中车新锐 47.93%的股

份。 

 时代新材与思锐科技完成本次以各自全资子公司股权向合资公司中车新

锐增资后，可以进一步推进解决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车”）

与时代新材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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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20年 7月 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2015 年 8 月 5 日，中国中车向时代新材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株洲时代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目前在轨道车辆用空气弹簧、轨道车辆用橡胶金属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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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间接控股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

存在同业竞争。为解决与时代新材之间的同业竞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公司承诺如下：本公司将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五年内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业务整合等)解决与时代新材的同业竞争问题。” 

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由中国中车统一部署并制定了时代新材与思锐科技的

重组方案，方案具体步骤和实施情况如下： 

（一）2020 年 5 月 7日，时代新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代新材与思锐科

技以现金 1,000万元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中车新锐，作为后续解决上述中国中

车与时代新材同业竞争问题的整合平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 2020-034号临时公告。 

（二）2020 年 5 月 7 日，时代新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时代瑞唯，

承接时代新材涉及同业竞争相关资产、业务及人员；2020年 5月 22日，时代新

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

将涉及同业竞争相关产业转让给全资子公司时代瑞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2020 年 5 月 2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 2020-035

号、临 2020-037 号临时公告。时代瑞唯最终以实际资产交割日 2020 年 5 月 25

日时代新材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319,380,977.17 元购买上述资产（时代瑞唯账面

形成对时代新材的欠款 319,380,977.17元）。 

2020 年 5月，思锐科技出资 10,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博锐科技，承接思

锐科技涉及同业竞争相关资产、业务及人员。思锐科技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涉及

同业竞争相关产业转让给全资子公司博锐科技，博锐科技以实际资产交割日

2020 年 5 月 25 日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243,550,814.85 元购买上述资产（博锐科

技账面形成对思锐科技的欠款 243,550,814.85 元）。 

（三）2020年 7 月 10日，时代新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以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时代瑞唯 100%股权按评估价值

26,100 万元向合资公司中车新锐增资。思锐科技同步将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博

锐科技 100%股权按评估价值 24,000万元向合资公司中车新锐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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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前时代新材持有中车新锐 51%的股权，思锐科技持有中车新锐 49%

的股权，中车新锐纳入时代新材报表合并范围；本次增资后时代新材持有中车新

锐 52.07%的股权，思锐科技持有中车新锐 47.93%的股权，中车新锐纳入时代新

材报表合并范围。 

 

（二）关联关系介绍 

时代新材、思锐科技的间接控股股东同为中国中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思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孔军 

注册资本：10000 万 

成立日期：2007 年 4月 5日 

经营范围：车辆及零部件、车辆配套设备、轨道交通车辆及轨道线路减振降

噪产品、桥梁支座、汽车减振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铁路及民用高新

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车辆零部件加工组装，车辆配套设备安装调试；技术转让、

技术协作、技术培训；房屋租赁，设备租赁；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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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思锐科技为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

四方所”）之全资子公司，青岛四方所为中国中车之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2019年末资产总额 280,235.37 万元、2019年末净资产

总额 175,208.51 万元、2019年收入 233,742.57 万元、2019年净利润 23,793.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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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株洲中车新锐减振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路 639号栗雨工业园理化大楼 201 

法定代表人：荣继纲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汽车零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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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投资人出资方式、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 

1、时代新材以时代瑞唯 100%股权出资 

企业名称：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路 639号栗雨工业园理化大楼 301 

法定代表人：荣继纲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5月 8日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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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指标： 

时代瑞唯 2019年以及评估基准日（2020年 5月 31日）的经营状况如下（因

为时代瑞唯 2020年 5 月成立，以下财务数据为模拟报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1-5月 

营业收入 69,102.70 25,241.52 

营业成本 48,940.06 19,520.34 

营业利润 8,388.33 2,041.04 

利润总额 8,388.33 2,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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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2020年 1-5月 

净利润 7,690.57 1,988.61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5月 31日）的资产、负债结构和净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5月 31日 

总资产 41,975.07 

总负债 31,975.07 

净资产 10,000.00 

（上述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职业字【2020】

29759、29762号审计报告。） 

时代新材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用于增资的全资子公司时

代瑞唯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根据信资评报字[2020]第 A0020

号《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

公司股权进行增资所涉及的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经收益法评估，时代瑞唯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5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6,100.00万元，增值额 16,100.00万元，增值

率 161.00%。 

 

2、思锐科技以博锐科技 100%股权出资 

企业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和融路 8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5月 9日 

经营业务范围：轨道交通机车车辆领域减振产品、汽车领域空气弹簧的开发、

生产、检测、销售、售后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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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指标： 

博锐科技 2019年以及评估基准日（2020年 5月 31日）的经营状况如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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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锐科技 2020年 5 月成立，以下财务数据为模拟报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1-5月 

营业收入 62,678.74 12,387.84 

营业成本 49,538.48 9,745.49 

营业利润 7,969.27 335.47 

利润总额 7,986.18 337.10 

净利润 6,956.49 271.20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5月 31日）的资产、负债结构和净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5月 31日 

总资产 34,355.08 

总负债 24,355.08 

净资产 10,000.00 

（上述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职业字【2020】

29454号、29467号审计报告。） 

思锐科技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用于增资的全资子公司博

锐科技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根据信资评报字[2020]第 A0021

号《青岛思锐科技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进

行增资所涉及的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经收益法评估，博锐科技在评估基准日 2020年 5月 31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4,000.00 万元，增值额 14,000.00 万元，增值率 140.00%。 

 

3、增资前后各出资方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时代新材、思锐科技分别以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时代瑞唯、博锐科技股权向

合资公司中车新锐增资。时代新材以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时代瑞唯 100%股权，

认购中车新锐新增注册资本 26,100 万元；思锐科技以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博锐

科技 100%股权，认购中车新锐新增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中车新锐实施增资扩

股后，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51,100 万元，各方的出资额及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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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与思锐科技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签订了《株洲中车新锐减振装备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思锐科技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株洲中车新锐减振装备有限公司 

 

（一）甲、乙双方同意以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目标公司增资扩股： 

（1）甲方以其拥有的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认购

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6,100 万元。 

（2）乙方以其拥有的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认

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二）目标公司按照上述条款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51,100 万元，各方的持股比例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

四舍五入）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额 

（万元） 
出资形式 

最终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6,100 股权 26,610 52.07% 

青岛思锐科技有限公司 24,000 股权 24,490 47.93% 

合计 50,100 / 51,100 100% 

（三）出资时间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增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额 股权比例 

时代新材 510 51% 股权 26,100 26,610 52.07% 

思锐科技 490 49% 股权 24,000 24,490 47.93% 

合计 1,000 100%  50,100 51,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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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依法完成出资，完成股

权变更登记手续，逾期 30 日未变更，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有

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后合资公司中车新锐仍将纳入时代新材报表合并范围。 

（二）本次增资方案实施完成后，时代新材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增资方案实施完成后，除青岛四方所正在建设期间的智能制造项

目以外，其他涉及同业竞争的相关资产、业务、人员均已注入时代新材，进一步

推进解决了中国中车与时代新材同业竞争问题。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合资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杨首一先生、冯江华先生、杨军先生、李略先生、彭华文先生、杨治国先

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向合资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

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可以推进解决中国中车与时代新材同业竞争问题，符

合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本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

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合资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

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可以推进解决中国中车与时代新材同业竞争问题，符

合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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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四）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风险提示 

（一）在本次解决同业竞争问题重组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公司将尽快推进完

成相关各方劳动合同关系、债权债务关系、业务主体的转移工作，以及公司内部

组织架构、管控模式的调整，以确保产业平稳过渡，尽快释放产业协同效应。 

（二）由中国中车全资子公司青岛四方所实施的“高铁减振产品智能制造新

模式应用项目”（以下简称“智能制造项目”）属于同业竞争业务资产范畴，因

该项目目前为在建项目，如中途变更项目实施主体，会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因

此该智能制造项目暂未纳入本次重组范围。 

青岛四方所已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待智能制造项目建设完成并通过国家工

信部竣工验收后，将智能制造项目转移至时代新材下属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

限公司。中国中车已向公司出具《关于延期履行<关于避免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函》，将原承诺函有效期延长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除履行承诺期限变更外，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7月 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 2020-048号临时公告。 

公司将在上述承诺延长期间内，积极推进智能制造项目在建设完工及竣工验

收后注入时代新材，完成解决中国中车与时代新材同业竞争问题。并将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