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3564  号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提交的《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你

公司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请在30个工作日内向

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签章专用

2021年 1月 25日



关于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申请的反馈意见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9日，我会受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

请。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及相关公开信息显示，1）A股上市公司东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汽车）在2019年年报中披露，

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控股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风有限）持有其60.10%股份。2）你公司在2018

年年报第六节之“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项下披露实

际控制人为东风有限，但又在“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项下披露

“公司……最终共同控制人为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日

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各占50%。”，并在日常

信息披露中将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公司）、东

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集团股份）的下属企

业确定为关联方，而在本次申请文件中，你公司披露控股股东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部件集团）的

实际控制人为东风有限，未披露最终实际控制人。3）港股上市

公司东风集团股份在其2019年年报中披露，东风有限属于其与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产中国投资）共同控

制的合资公司；同时，东风集团股份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中



披露，东风有限为其重要合营企业，其董事长竺延风兼任东风

有限董事长，其执行董事兼总裁李绍烛、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乔

阳均兼任东风有限董事，东风集团股份能够确保对东风有限的

可控性。4）公开信息显示，在零部件集团、东风汽车、东风集团

股份、东风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中，存在相当数量的企业从事

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业务。请你公司：1）补充披

露上述关于你公司及东风有限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是否真实、准

确、完整，出现披露差异的原因，最终以何者为准及其理

由。2）结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及核心技术等情况，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

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如是，请补充披露本

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并提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否，请充分披露理由。请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客户和供应商集中

度较高，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为东风集团股份或合资股东及其关

联方，本次交易后，上述关联交易仍继续存在，将显著增加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规模。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各期前五

名客户、供应商及相应采购、销售金额，以及是否属于关联交

易，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客户及供

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形是否具有合理性。2）上述关联交易的必

要性、定价依据，并结合与第三方交易的价格、可比市场价格，

补充披露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3）标的资产是否具有拓展非

关联客户和供应商的可行性计划。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新增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本次交

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

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等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3.申请文件显示，东风马勒热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风马勒）、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弗列

加）、东风富士汤姆森调温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汤姆

森）、东风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佛吉亚

排气技术公司）、东风富奥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富

奥）、东风辉门（十堰）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

辉门）、东风库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库博）均存

在以协议授权方式使用合资股东技术的情形。其中东风汤姆森相

关技术许可期限到2021年3月，到期预计不再续签。请你公

司：1）结合协议安排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对标的资产相关

技术许可产生影响；若未来中资股东取得合资公司控制权，标

的资产能否继续获得现有技术及新技术的许可。2）补充披露上

述标的资产经合资股东授权使用的技术（以下简称许可技术）

是否构成标的资产的核心技术或主要技术，如是，请补充披露

相应技术许可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许可的范围、期

限、类型、稳定性等情况。3）结合上述许可技术涉及的产品及业

务占比，评估其对标的资产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4）东风汤姆

森技术许可到期后，是否具备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对

评估值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1）零部件集团持股、参股多家公司，涵

盖数个业务板块。2019年上市公司曾披露吸收合并零部件集团

方案，后调整为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原因是前次交易方案中

的部分标的资产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影

响，未来盈利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在本次交易中将其从标的资

产剔除，更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稳定性和确定

性。2）本次交易收购标的东风马勒、上海弗列加为零部件集团

合营企业，东风库博、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东风富奥、东

风辉门为零部件集团联营企业，不属于零部件集团合并报表范

围，仅东风汤姆森、东风佛吉亚（襄阳）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上海东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森置业）为零部件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相较于原方案被剔除部分资产盈利能力受新冠疫情

影响的具体情况，并对比该部分资产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

产规模、盈利能力、对零部件集团业绩贡献，补充披露选取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是否更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2）补充披露零部件集团持有东风汤姆

森、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50%股权，认定为子公司的依据；持

有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50%股权，另认定为联营企业的依

据，以及零部件集团控股仅有销售功能的东风佛吉亚襄阳公

司，而非控股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的商业合理性。3）补充

披露认定零部件集团对标的资产控股、合营、联营的标准是否统

一、有无变更，对标的资产中尚未取得控制权的部分，后续有无



控制权的安排及其可行性。4）结合对标的资产会计处理，补充

披露本次交易“打包”收购的多项标的资产是否属于“经营性

资产”，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及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1-3项的相关规定。请独

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1）9家标的资产中除东森置业、东风富

奥外，其余7家均为中外合资公司。2）标的资产中的中外合资

公司相关方将按照《外商投资法》，在五年过渡期内对相关标的

资产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调整。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

产、业务规模扩大。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中外合资合作协议

就上述合资公司控制权归属、合作期限及期满后安排所作约定

（如有），合资公司治理决策机制及分红政策，以及保障本次

交易后上市公司有效参与标的资产治理决策、获取分红的具体措

施。2）如各方未能就调整中外合资公司治理结构等事项协商一

致，对潜在负面影响有无充分应对措施。3）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对标的资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的整合管控安排及其

有效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文件显示，1）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全部产品由

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负责对外销售。武汉佛吉亚通达排气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佛吉亚）既是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第一

大客户，也是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第一大供应商。2）根据

零部件集团与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吉亚

中国）的合资合作安排，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设立前，部

分由武汉佛吉亚供货的东风日产排气系统产品项目，后续由东



风佛吉亚技术公司向武汉佛吉亚采购相关部件进行生产；部分

在合资公司设立前，由武汉佛吉亚等公司供货的部分项目，后

续由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通过武汉佛吉亚等公司间接向终端客

户供货。3）近两年一期，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的扣非净利

润为-566.71万元、-45.68万元、230.12万元，销售毛利率分

别为-41.02%、9.93%、12.01%；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近两年

一期的扣非净利润为0.05万元、120.28万元、69.06万元，毛

利率分别为1.38% 、1.67%、4.84%。4）东风佛吉亚襄阳公

司无核心技术和人员、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无核心技术人

员。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武汉佛吉亚股权结构，与东风佛吉

亚排气技术公司、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有无关联关系。2）补充

披露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与武汉佛吉

亚之间的交易模式及其稳定性，是否构成代工，东风佛吉亚襄

阳公司或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能否独立向终端客户直接供

货。3）对比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销

售毛利率和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毛利率情况，补充披露合理

性。4）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开展主

营业务有无独立性，将二者注入上市公司是否符合《重组办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

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 8个标的为合资或联营企业，

报告期内东森置业、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

公司、东风辉门、东风库博的净利润均不超过 400万元，甚至亏

损；营业收入、净利润及估值占比较大的东风马勒、上海弗列加



报告期业绩下滑；多数标的资产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部分标

的资产毛利率较低。2）东风辉门、东风富奥、东风库博成立于

2018年，申请文件仅有一期全年财务数据，本次交易拟收购三

家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40%、30%、30%，承诺期净利润较

报告期均存在较大变动。3）根据备考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

后，2019年度上市公司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

占净利润的比例由 23.21%提升至 42.97%。请你公司：1）补

充披露收购成立时间较短、业绩尚不稳定的东风辉门、东风富奥、

东风库博的原因、商业合理性和作价合理性。2）结合标的资产

盈利规模及稳定性、偿债能力、毛利率水平、与上市公司的业务

协同性、整合后有效管控能力，以及交易后投资收益占比上升等

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注入 9个标的资产的必要性。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申请文件显示，汽车零部件行业为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供

应商体系结构，随着所处金字塔层级的降低，产业进入壁垒和

技术要求也相应降低，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标的资产下游主要

整车客户包括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商用车）、东

风集团股份、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本田）、东

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日产）等。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东风商用车、东风集团股份、东风本田、

东风日产与标的资产、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标的资产在集团产业链的位置，订单获取方式、定价公允性及其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与主要客户合作期限

及稳定性，业务是否独立开展，是否主要依赖东风集团股份及



其关联方，拓展新客户的可行性，主要整车客户采购标的资产

对应的产品是否签订长期采购协议、协议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

存在可替代的供应商及产品。3）按各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细分板

块，补充披露所处供应商的层级地位、技术优势、可比毛利率和

利润率水平、市场份额及主要竞争优势。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申请文件显示，1）上市公司 2019 年收入、利润与

2018年相比波动较小。2）2019年度，标的资产的主要整车客

户汽车销量同比增长率为 0.27%-11.02%，整体优于行业走势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市公司 2019 年主要整车客户的汽车

销量变动情况与上市公司业绩变动的匹配性。2）报告期标的资

产业绩变动情况与下游客户汽车销售的匹配性。3）报告期标的

资产毛利率变动与上市公司毛利率下滑的可比情况，并说明存

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4）下游客户销量优于行业走势的原因

及未来可持续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申请文件显示，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3 月

31日)9个标的资产均采用收益法评估；其中 4个标的资产在前

次吸收合并方案（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采用

收益法，其余采用资产基础法或报表折算法。1）东风马勒

2019年净利润较 2018年下降，然而东风马勒本次估值高于前

次估值，且 2021-2023 年营业收入的预测值也高于前次的预

测值。2）上海弗列加 2019年净利润较 2018年下降。本次交易

上海弗列加评估值较前次估值略有降低，且上海弗列加 2021-



2023 年营业收入预测较前次方案中对应的预测数据低。3）东

风汤姆森 2019 年净利润较 2018 年上升，本次交易东风汤姆

森评估值较前次估值略有提升，但东风汤姆森 2021-2023 年

营业收入预测较前次方案中对应的预测数据低。4）东风佛吉亚

襄阳公司 2019 年净利润较 2018 年增幅较大，本次交易东风

佛吉亚襄阳公司评估值较前次估值提高 202.34%。5）东风佛

吉亚排气技术公司，2019年净利润较 2018年实现扭亏，本次

交易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评估值较前次评估提高

232.11%。6）东森置业因 2019年 7月 1日起已上调租赁价格，

2019年净利润较 2018年有所上浮，但本次交易东森置业评估

值较前次评估略有降低。然而东森置业 2021-2023 营业收入预

测较上次吸收合并方案中对应的预测数据高。7）东风富奥

2019年净利润较 2018年涨幅较大。本次交易东风富奥评估值

较前次评估提高 137.74%。8）东风辉门 2019 年净利润较

2018 年减亏，本次交易东风辉门评估值较前次评估提高

20.70%。9）东风库博未纳入前次评估。请你公司：结合标的资

产所处行业发展、经营环境变化、前后评估基准日经营及主要财

务数据变化等情况，逐一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本次评估与前次吸

收合并方案收入预测、评估值的差异原因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申请文件显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均从事汽车零部件

业务，预测期自 2022 年度起，东风马勒预测期收入增长率呈

现 2.40%-7.13%波动下降趋势，上海弗列加预测期收入增长



率呈 2.01%-6.05%上升趋势，东风汤姆森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在 3.96%—9.63%之间波动，东森置业预测期收入增长维持较

低水平，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和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预测

期收入增长率波动范围较大，东风辉门预测期收入增长率先升

后降，东风富奥预测期收入增长率先升后降，东风库博预测期

收入增长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请你公司：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的

收入增减变动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所处同一行业、下游客户

重叠，但预测期收入增长率变化趋势不一的原因及合理性，与

报告期变化的可比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12.申请文件显示，汽车零部件价格随着新车型和改款车型

上市时间长短而相应下调。标的资产评估整体评估增值

97.17%，预测期销售数量及销售价格变动趋势不一。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与报告期的变动

趋势是否一致，说明差异原因。2）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产品销售

价格的预测依据，以及变动合理性，是否符合下游整车价格走

势。2）结合在手订单、下游客户车型的推出计划等，补充披露

预测期标的资产产品销售数量的预测依据。3）对比 2019 年吸

收合并方案中相应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数据，说明调整原因，并

结合可比公司或可比案例的预测情况，说明评估预测的谨慎性

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申请文件显示，东风马勒、上海弗列加、东风汤姆森预

测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报告期均有所上

升；东风佛吉亚襄阳公司、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东风辉



门、东风库博预测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报

告期明显下降。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销售费用率和

管理费用率水平、主要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构成、同行业可比公

司水平等，补充披露预测期内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预测的充分

性，较报告期出现较大变化的原因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期间费用除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外，东风马勒研发费用约 4800-6500万元，上海弗列加研发

费用约 1500万元，东风汤姆森研发费用约为 1800万元，东

风辉门研发费用约为 300万元，东风富奥研发费用约 400万元，

然而上述公司评估预测均未预计研发费用。请你公司：1）补充

披露上述标的资产报告期研发项目的开展情况、研发人员稳定性，

研发费用归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补

充披露报告期标的资产研发费用金额及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合理

性，研发费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3）结合历史年度研发费用支出及未来计划，补充

披露评估期未进行研发费用预测的原因，对评估值的影响。请独

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东风马勒、上海弗列加、东风汤

姆森、东风佛吉亚排气技术公司、东风辉门存货均出现增长。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标的资产存货增长与订单数量、现金流、

收入变化的匹配性，后续是否及时实现销售，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6.申请文件显示，东风汤姆森的营业收入分地区构成中，



海外收入分别为 5,616.34万元、6,706.48万元、3,838.77万

元，占比约为 15%。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东风汤姆森海外销售

的主要客户及稳定性，产品毛利率水平、定价与国内是否存在差

异，结合目前海外客户在手订单、车型推出计划，说明海外收入

的预测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7.申请文件显示：1）业绩承诺资产实现净利润为每项业

绩承诺资产实现的净利润数之和，在承诺期间每个会计年度，

如果截至该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大于或等于截至该年末的累

积承诺利润，则业绩承诺方无需进行补偿。2）上市公司本次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零部件集团支付全部交易对价，零部件集团

取得的该等股份（以下简称对价股份）锁定期为 36个月。3）

根据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方案，如触发业绩补偿条件，零部件

集团将优先以对价股份补偿上市公司。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

计算当期业绩补偿金额时未单独以每项业绩承诺资产实现的净

利润为基准是否符合我会相关规定。2）对价股份锁定期与业绩

补偿义务是否充分匹配，零部件集团有无在业绩承诺期内质押

对价股份的安排，如有，确保该等股份最终全部用于履行补偿

义务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8.申请文件显示，标的资产东风马勒、上海弗列加、东方

汤姆森、东风库博之内部人员或其相关人员、交易对方管理人员

及员工之亲属、上市公司员工亲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

涉及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结合

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执行情

况，以及上市公司、零部件集团及标的资产就本次交易进行筹



划、决议的过程和重要时间节点，核查是否发现相关人员存在内

幕交易行为并发表明确意见。

19.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

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10.73元/股。2）本次交易股

份发行设置调价机制，自定价基准日以来上市公司单日收盘价

历史最高为18.36元/股。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定价基

准日的具体日期，以及自发行价格确定以来是否触发调价条

件，如是，请补充披露未调整发行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0.申请文件显示，东森置业主要资产为房屋建筑物及土地

使用权，主营业务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上市公司、包括东森置业在内的全部标的资产是否存在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相关业务或资产，是否符合国家房地产宏观调

控政策。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
见回复，披露后 2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如
在 30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应当提前 2个工作日向我会递交
延期反馈回复申请，经我会同意后在 2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
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

联系人：达世亮 
010-88060232 dashl@csrc.gov.cn
茆萌 
010-88060054 maomeng@csrc.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