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917        证券简称：合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9 

宁波合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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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科技”）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施定威、蔡振贤、贺朝阳及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杨位本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福州开发区中青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其拟设立并管理的“中青新能源战略投资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中青基金”）和上海岱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其拟设立并管理的“岱

熹战略新兴产业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岱熹投资”），合计

转让公司股份 17,2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其中施良才转让 4,546,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樊开曙转让 3,982,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

施元直转让 3,625,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1%；施定威转让 920,7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59%；蔡振贤转让 67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贺朝阳

转让 347,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杨位本转让 3,146,4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01%。本次转让价格为 9.68 元/股，转让价款共计 166,960,640 元。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樊

开源、施定威、蔡振贤、贺朝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2,440,48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9.82%）；杨位本持有公司股份 12,683,17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9%）。

中青基金将持有公司股份 7,8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岱熹投资将持有

公司股份 9,40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

公司控制权稳定性。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

手续，且股份过户相关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 9月 17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

施定威、蔡振贤、贺朝阳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杨位本分别与中青基金和岱熹

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本次协议转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司股东结构，

提高业务协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施定威、蔡振贤、贺

朝阳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杨位本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中青基金和岱熹投资

合计转让公司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2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

具体如下： 

施良才转让 4,546,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其中转让给中青基金

2,543,000 股，转让给岱熹投资 2,003,600 股） 

樊开曙转让 3,982,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其中转让给中青基金

2,287,700 股，转让给岱熹投资 1,694,600 股） 

施元直转让 3,625,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1%；（其中转让给中青基金

2,124,500 股，转让给岱熹投资 1,501,400 股） 

施定威转让 920,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其中转让给中青基金

418,500 股，转让给岱熹投资 502,200 股） 

蔡振贤转让 67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其中转让给中青基金

308,600 股，转让给岱熹投资 370,400 股） 

贺朝阳转让 347,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其中转让给中青基金

157,700 股，转让给岱熹投资 189,400 股） 

杨位本转让 3,14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皆转让给岱熹投资） 

本次转让价格 9.68 元/股，转让价款共计 166,960,640 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中青基金和岱熹投资将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增减变动 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施良才 22,872,987  14.59 -4,546,600  -2.90  18,326,387  11.69  

樊开曙 20,034,885  12.78 -3,982,300  -2.54  16,052,585  10.24  



施元直 18,241,356  11.63 -3,625,900  -2.31  14,615,456  9.32  

樊开源 5,600,000  3.57 0  0.00  5,600,000  3.57  

施定威 4,631,631  2.95 -920,700  -0.59  3,710,931  2.36  

蔡振贤 3,415,748  2.18 -679,000  -0.43  2,736,748  1.75  

贺朝阳 1,745,481  1.11 -347,100  -0.22  1,398,381  0.89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持股合计 

76,542,088  48.82 -14,101,600  -8.99  62,440,488  39.82  

杨位本 15,829,570  10.10  -3,146,400  -2.01  12,683,170  8.09  

中青基金 0 0 7,840,000  5.00  7,840,000  5.00  

岱熹投资 0 0 9,408,000  6.00  9,408,000  6.00  

 

（注：文中除特别说明或引用其他文件内容外，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

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

樊开源、施定威、蔡振贤、贺朝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2,440,48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9.82%）；杨位本持有公司股份 12,683,1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9%）。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 1：施良才，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转让方 2：樊开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现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转让方 3：施元直，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转让方 4：施定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现任公司董事。 

转让方 5：蔡振贤，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现作公司副董事长。 

转让方 6：贺朝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现作公司董事。 

转让方 7：杨位本，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一： 

企业名称：福州开发区中青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其拟设立并管理的“中

青新能源战略投资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0982778592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建锋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 27 号 1#楼 2-54E 室(自贸试验区内)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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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福建中青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 

受让方二： 

企业名称：上海岱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其拟设立并管理的“岱熹战略

新兴产业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324545322W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魏建君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瀛东村 53 号 3幢 189 室(上海智慧岛数据产

业园)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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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魏建君持股 51%，韩晴持股 29%，李华持股 10%，束阳持股 10%。 

受让方中青基金和岱熹投资的基金管理人和有限合伙拥有多年基金投资管

理经验，具备良好的资金支付能力。 

（三）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施定威、蔡振贤、贺

朝阳、樊开源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杨位本与中青基金和岱熹投资不存在关联

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双方 

转让方（甲方）：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施定威、蔡振贤、贺朝阳、杨

位本 

受让方（乙方）1：福州开发区中青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其拟设立并管

理的“中青新能源战略投资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预备案产品编号 SST582） 

受让方（乙方）2：上海岱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其拟设立并管理的“岱

熹战略新兴产业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预备案

产品编号 SSN393）  

 

（二）标的股份转让方案和实施 

1、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施定威、蔡振贤、贺朝阳将所持标的股份共

计 7,840,000 股以每股人民币 9.68 元的价格转让给中青基金，股份转让总价款

共计人民币 75,891,200 元（大写：柒仟伍佰捌拾玖万壹仟贰佰圆整）。除非各

方另行约定或法律法规另有强制性约定，否则上述已确定的转让价格不再因本协

议签署后标的股份市场价格变化而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姓名 转让数量（股） 转让价款（元） 

1 施良才 2,543,000  24,616,240  

2 樊开曙 2,287,700  22,144,936  

3 施元直 2,124,500  20,565,160  

4 施定威 418,500  4,051,080  

5 蔡振贤 308,600  2,987,248  

6 贺朝阳 157,700  1,526,536  

合计 7,840,000 75,891,200 

2、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施定威、蔡振贤、贺朝阳、杨位本将所持标

的股份共计 9,408,000 股以每股人民币 9.68 元的价格转让给岱熹投资，股份转



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91,069,440 元（大写：玖仟壹佰零陆万玖仟肆佰肆拾圆整）。

除非各方另行约定或法律法规另有强制性约定，否则上述已确定的转让价格不再

因本协议签署后标的股份市场价格变化而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姓名 转让数量（股） 转让价款（元） 

1 施良才 2,003,600  19,394,848  

2 樊开曙 1,694,600  16,403,728  

3 施元直 1,501,400  14,533,552  

4 施定威 502,200  4,861,296  

5 蔡振贤 370,400  3,585,472  

6 贺朝阳 189,400  1,833,392  

7 杨位本 3,146,400  30,457,152  

合计 9,408,000 91,069,440 

 

3、为防止歧义，各方确认，本协议签署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如上市

公司进行了除权操作（未分配利润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则基于标的股份衍

生的股份亦包含在标的股份内，不额外作价，一并过户给乙方；如上市公司进行

了除息操作（现金分红等），则该等股息将冲抵股份转让价款，股份转让价款减

少相应数额。 

4、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如下： 

(1) 本协议签署生效当日，各方应通知上市公司，并督促上市公司于次日进

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2) 在本协议生效且基金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产品备案后 5 个工

作日内，基金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30%，作为首期款。甲方各自应收的

股份转让价款按比例计算， 

(3) 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向上市公司提交有关协议转让、过户的必要文件

和资料，并在乙方履行完毕 4(2)条的付款义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共同准备

完毕相关资料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的申请。如任何一方负责的文

件资料存在缺陷或需要补充，则该方应在两个交易日内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

资料。如上海证券交易所拒绝出具确认函的，各方应当尽快协商对交易进行调整，



以符合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4)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了确认同意或通过意见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40%，作为二期款。应收的

股份转让价款按比例计算。 

(5) 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二期款”5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将标的股份在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过户所要求的全部材料、文件签署准备齐全，并共同完成向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提交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各方应当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符合法

律法规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要求，如任何一方负责的文件资料需要补充，则该

方应在两个交易日内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资料。 

(6)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转

让款的 30%（尾款）。应收的股份转让价款按比例计算。 

（7）甲方应向税务机关确认本次股份转让应缴税额并依法自行申报纳税。

若本次股份转让需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交个人完税证明，则甲方承诺及时提供

该等完税证明以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本协议签署后 60 日内，甲方确认其

各自应当缴纳的税收和费用（“税费”）并共同授权施良才先生以书面方式通知

乙方，若需乙方向税务主管部门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乙方从尾款里扣除相应款

项为甲方代扣代缴，相应款项视同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转让价款。 

(8) 如甲方未能在乙方支付完第二期股份转让款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

次股份转让的变更登记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回已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和利息

（利息按银行活期计算利息）或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次股份转让的义务。如届时

乙方要求甲方退回已经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但甲方未及时退回的，则甲方应按照

应退而未退款项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9) 各方应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

务办理暂行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

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业务指引的规定，履行相关的通知、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

手续。 

（三）声明及承诺 

1、甲方声明及承诺 

甲方向乙方声明及承诺如下（甲方应始终保持下述声明承诺的内容及状态直



至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1) 甲方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签署或履行本协议符合

相应条件和资格，不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法院发出的生效判

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的命令；不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合约、承诺或其他文件。

甲方签署本协议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和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2) 甲方所持标的股份是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的，已取得必要批准和登

记。除樊开曙所持部分股权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外，标的股份不存在其

他的代持、质押、收益权或投票权转移、冻结、拍卖、查封、拟对外处置等任何

形式的受到限制或权利负担、权利不完整的情况，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除本

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可能调整标的股份的预期、主张或权利。

标的股份依据本协议转让给乙方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2、乙方声明及承诺 

乙方向甲方声明及承诺如下（乙方应始终保持下述声明承诺的内容及状态直

至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1) 乙方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签署或履行本协议符合

相应条件和资格，不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法院发出的生效判

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的命令或其内部制度；不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合约、承

诺或其他文件。乙方签署本协议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和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2) 乙方将依照本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确保所支付的股份

转让价款均为合法资金。 

(3) 乙方符合《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购标的股份

所应具备的主体资格。乙方应按照监管机关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四）税费 

1、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约定，与履行本协议相关的一切费用应由该费用发

生的一方负担。 

2、各方应分别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缴纳各自因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所应缴

的税金,若经甲方向当地相应税务机关咨询确认其税费需要由乙方向主管税务机

关代扣代缴的，乙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若因甲方隐瞒造成乙方未代扣代缴的，

发生相应损失或赔偿的由甲方承担。 



 

（五）协议的生效、修改和终止 

1 本协议经各方合法签署之日起生效，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2 各方可就本次交易中的未决事项和补充约定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属于

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除本协议约定的其他解除或终止方式外，本协议经各方书面协商一致后可

以以书面方式终止或解除。 

（六）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或所作出的声明、

承诺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或遗漏，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

议约定和法律规定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2 任何一方拒绝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或怠于履行义务，即视为违约，应按

照本条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如违约方在 15 日内仍无改正行为的，守约方有权单

方解除本协议。 

3 本协议约定的或因违约责任产生的退款、违约金或补偿金等应在本协议约

定期限内（如无约定，则在支付义务产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每

延迟一日，付款方应按欠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另行计付利息。除非本协议另有约

定。 

4 甲方未按照本约定的相关期限办理关于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则每迟延一

日，应按照乙方累计已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迟延履行违

约金，但因乙方原因或因法律法规限制或主管机关工作时限导致的延迟除外。 

5  如非因己方原因而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被终止，则乙方为本次交

易支付的相关资金及相关孳息均应归还乙方所有，甲方为本次交易支付的相关资

金及相关孳息均应归还甲方所有。 

6 乙方未按照本协议 4(2)、4(4)和 4(6)条约定时间支付任何一笔款项，且

延期支付时间超过 15 天的，甲方享有如下选择权（但因法律法规限制或主管机

关工作时限导致的延迟除外）：（1）要求乙方按照应付而未支付款项每日万分

之五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或（2）终止本次交易，无息退还乙

方前期已支付的款项。 



7 甲方未按照本协议 4（3）条或 4（5）条约定办理相应审批和过户手续，

且延期时间超过 15 天的，乙方享有如下选择权（但因法律法规限制或主管机关

工作时限导致的延迟除外）：（1）要求甲方按照乙方已付款总额每日万分之五

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或（2）终止本次交易，按银行同期活期

利息退还乙方已支付全部款项。 

（七）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管辖和解释。 

2 如本协议各方就本协议之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各方协商解

决。若经协商仍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起诉方所属地人民法院

解决。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

公司控制权稳定性。 

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根据相关规定编制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密切

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