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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1-013 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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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通过全资子公司FII USA INC.以自有资金收购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鸿海精密”）的全资子公司AFE,INC.持有的在建工程（在建厂房、在建数

据中心）等相关资产，交易价格为7,762.90万美元；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自2020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公司与鸿海精密

及其子公司、及合（联）营企业等关联方发生非日常关联交易累计37,261.17万元

人民币；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涉及购买位于美国的资产，该事项不属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要求强制申报的范畴，但存在交易完成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行使职权主动问询或调查的可能，不排除在问询或调查后，美国海外

投资委员会（CFIUS）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措施（包括

建立监管和汇报制度、剥离资产或其它限制性措施）。本次交易标的涉及在建工

程，后续需取得主管部门占用许可证方可投入使用，存在无法取得该证件导致无

法交割的风险。收购资产后，公司的后续经营受到美国当地政策环境、产业环境

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是否能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FII USA INC.以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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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2.90万美元向鸿海精密的全资子公司AFE,INC.购买在建工程（在建厂房、在

建数据中心）等相关资产。 

公司与AFE,INC.同受鸿海精密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次资产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之间的非日

常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与 AFE,INC.同受鸿海精密控制，故本次购买资产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AFE,INC. 

住所：901 S. WHITNEY WAY MADISON, WI 5371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数：10,000,000 股 

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25 日 

主营业务：消费电子产品和电子设备的制造、组装和分销 

股权结构：PCE Paragon Solutions KFT 持股 100%，PCE Paragon Solutions 

KFT 由鸿海精密 100%持股。 

公司与 AFE,INC.不存在产权及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AFE,INC.资产总额 10,102.70

万美元，净资产 9,722.40 万美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7,147.10 万美元，净利润

663.90 万美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 

1、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 AFE,INC.在建工程（在建厂房、在建数据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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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产。 

在建工程均为土建工程，系 AFE,INC.在建的厂房和数据中心等。 

在建厂房于 2019 年 9 月开始建造，位于 12001 Braun Road, Mount Pleasant, 

WI 53177，面积为 27,024.55 平方米，用途为服务器零件及整机制造，目前已经

完工,并已取得当地主管部门颁发的占用许可证（issued by Village of Mount 

pleasant）。本项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的条件为 FII USA INC.验收通过并支付全

款。 

数据中心于 2020 年 2 月开始建造，位于 12001 Braun Road, Building # 140, 

MOUNT PLEASANT, WI 53177，面积为 2,693.26 平方米，用途为提供数据中心

主机代管、运营及智能制造等专有云服务。该数据中心目前尚在建设中，预计完

工时间 2021 年 3 月底。在取得当地主管部门颁发的占用许可证（issued by Village 

of Mount Pleasant）后可以投入正常使用。本项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的条件为

FII USA INC.验收通过并支付全款。 

长期待摊费用为装修费资本化的待摊余额，于 2019 年 11 月起陆续取得。折

旧年限 5 年。 

标的资产最近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千美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在建工程 73,230.14 0 73,230.14 

其中：厂房 50,655.97 0 50,655.97 

      数据中心 22,574.17 0 22,574.17 

长期待摊费用 4,964.30 726.40 4,237.90 

合计 78,194.44 726.40 77,468.04 

 

2、标的资产的权属状况：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

质押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资产评估与定价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该机构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出具《FII USA INC.拟购买



 4 

资产涉及的AFE,INC.拥有的部分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21]

第 10087 号）。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在建工程系厂房及数据中心，此类物业在当地

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无法收集足够的交易案例，不适合采用市场法对其评估。

该部分在建工程是未来生产基地的一部分，目前阶段无法较为准确地预测委估不

动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及风险，也不适合采用收益法对其评估。故本次采用成本

法对在建工程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拟转让在建工程

及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为 7,762.90 万美元，无评估增值，结果列示如下： 

单位：千美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 

在建工程 73,230.14 73,230.14 - - 

其中：厂房 50,655.97 50,655.97 - - 

      数据中心 22,574.17 22,574.17 - - 

长期待摊费用 4,398.89 4,398.89 - - 

合计 77,629.03 77,629.03  - - 

本次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一年，最终标的资产转让价格依据评估价值定为

7,762.90 万美元（不含税）。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买方：FII USA INC. 

卖方：AFE,INC.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交易价格：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购买金额为总价 7,762.90 万美元。 

（二）支付方式：购买金额应在交割之日通过电汇支付给卖方。 

（三）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1、先决条件。买卖双方各自完成交易的义务应受到下列条件在交割时或之

前完成的限制： 

a）双方董事会决议批准拟进行的交易和条款； 

b）双方及各自母公司满足所有强制性披露要求； 

c）如果交易的交割将导致当事双方有义务根据 31 CFR Part 800 向美国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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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委员会（“CFIUS”）提交声明，则双方应已收到书面通知 CFIUS 确认其已

根据《1950 年国防生产法》（第 50 USC§4565）第 721 条就交易完成审查（“CFIUS

清关”）； 

d）须获得与交易相关，以及买方可能需要进行的与目前的资产业务相关的

交易有关的所有同意书、许可和政府批准； 

e）截止交易日，本协议中双方的陈述和保证在双方面均是真实正确的；以

及 

f）双方应在交易交割之前或交割时在所有方面妥善履行和遵守本协议要求

其履行或遵守的所有协议和约定。 

2、交割时间：交割不得晚于先决条件满足后 90 日内或买卖双方约定的其他

日期。 

（四）违约责任：本协议可以在交割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终止，并且卖方应

在终止生效日期之后立即退还买方的所有款项： 

a）经买卖双方的书面同意； 

b）由非违约方终止，如果一方根据本协议做出的任何重大违约，有任何陈

述、保证、盟约或协议不准确或不履行，导致本协议中规定的任何条件的失败；

前提是，非违约方在发现构成违约行为后不晚于五（5）天将书面通知发送给违

约方，且非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的五（5）天之内违约方未能挽救； 

c）由买方或卖方在有任何法律规定完成交易为非法或以其他方式禁止的情

况下；或任何机构均已发布政府命令限制或禁止本协议中规定的交易；或 

d）由买方或卖方根据规定向 CFIUS 提交了相关声明后一百八十（180）天

内未收到 CFIUS 许可。 

（五）适用法律。双方同意本协议的有效性、执行和履行应受威斯康星州法

律的管辖并根据其解释，并且双方确实明确地和不可撤销地要求威斯康星州拉辛

县的法院管辖权对本协议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事项或索赔、诉讼、或程序管辖。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将使用境外自有

资金进行，不涉及境内资金出境，不涉及动用募投项目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依据美国法律，FII USA INC.仍需另行租赁在建工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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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工 业 园 区 土 地 ， 由 土 地 所 有 权 人 鸿 海 精 密 控 制 的 关 联 方 FEW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按成本价出租，预计租赁费用为 67 万美金/年。 

 

六、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北美在线办公、教育、娱乐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当

地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对服务器需求随之增长，目前公司美国工厂产能以品牌客户

为主，无法满足此部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客户需求，因此公司亟需扩充美国当地

制造能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当地生产及供货，及时满足当地客户需求，同时节约自建工

程的时间成本，公司拟通过收购关联方在建工程尽快扩充在北美地区制造能力。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公司将在北美地区形成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能

布局及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公司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次

收购符合公司加快全球化布局、抵御局部风险的战略布局，能有效促进公司整体

经营规模的增加，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七、 该关联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涉及购买位于美国的资产，该事项不属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要求强制申报的范畴，但存在交易完成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行使职权主动问询或调查的可能，不排除在问询或调查后，美国海外

投资委员会（CFIUS）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措施（包括

建立监管和汇报制度、剥离资产或其它限制性措施）。 

本次交易标的涉及在建工程，后续需取得主管部门占用许可证方可投入使

用，存在无法取得该证件导致无法交割的风险。 

另外，收购资产后，公司的后续经营受到美国当地政策环境、产业环境等风

险因素的影响，是否能到达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八、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

买 AFE,INC.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健民回避表决，其余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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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均同意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在此之前，公司已取得独

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审计委员会的同意，同意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和发展需要；本次标的最终交易价

格依据评估价值确定，交易价格的制定合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

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对该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王健民先生应进行回避表决。我们通过对该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和发展需要；本次标的定价公允，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意见 

（四）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