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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21-067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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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称“公司”或“星

湖科技”）拟以现金 1,118.3 万元（人民币，下同）受让公司控股股

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团”）持有的广

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研究院”）3.3333%

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新

研究院 3.3333%的股权。 

 本次交易前的 12 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

联交易；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共 2

次，交易金额累计 3,132.3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5%以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新集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科

技创新的相关要求和部署，从十四五战略规划“新材料、生物医药与

食品、数字创意与融合”三大方向出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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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三大板块主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参与到项目研发，加速广新集团科技

创新成果产业化，实现无缝对接，广新集团拟将广新研究院股权的

10%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广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佛山佛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塑科技”）、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发铝业”）和星湖科技 3 家公司，共同构建创业创新

孵化平台，推动产业技术落地，进一步发挥广新研究院的科技引擎作

用，促进广新集团三大板块主业以及龙头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股

权转让后广新集团仍为广新研究院的控股股东。 

广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佛塑科技和兴发铝业均为广新集团

的下属子公司，本次受让股权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交易前的 12 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

交易；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累计

3,132.3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广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佛塑科技和兴发铝业均为广新集团

的下属子公司，各方的关联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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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广新集团 

关联人名称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5063471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白涛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0年 9月 6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号 1601 房 

经营范围 

股权管理；股权投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新材

料（合金材料及型材、功能薄膜与复合材料、电子基材

板、动力电池材料），生物医药（化学药、生物药），食

品（调味品、添加剂）；数字创意，融合服务；高端装备

制造；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运营；现代农业开发、

投资、管理；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物业租赁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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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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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

况 

坚持创新引领、战略投资、资本运营“三轮驱动”，以“资

本投资”为主业，重点发展新材料、生物医药与食品、

数字创意与融合服务等三大业务板块。目前，位列中国

企业 500 强第 292 位、中国服务业 500 强第 114 位、中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100 强第 44 位、广东企业

500强第 40位、广州企业 100强第 13位，共有 13家企

业上榜广东企业 500 强，获评主体信用最高等级“AAA”

级。2020年被中央授予“全国文明单位”荣誉，是广东

省属一级企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

财务情况 

指标 
2020.12.31 

（经审计） 

2021.09.30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74,392.17 万元 7,693,757.00 万元 

资产净额 2,613,371.61 万元 2,972,457.00 万元 

指标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13,661.10 万元 6,201,435.00 万元 

净利润 216,299.83 万元 351,527.00 万元 
 

 

2.兴发铝业 

关联人名称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789404407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立斌 

注册资本 36,004万元 

成立时间 2006年 05月 26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人和路 23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金

属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门窗制造加

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工；淬火加工；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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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性废旧金属

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

况 

中国大陆最早生产铝型材的企业之一，中国著名的专业

生产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的大型企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铝合金建筑型材定点生产基

地，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评为“中国建筑铝型材十

强企业第一名”，目前在广东、四川、江西、河南设立生

产基地，总占地面积 175万平方米，员工近 9000人，产

品型材有 30万多种规格型号，主要分为建筑门窗幕墙类

和工业铝型材两大类，产品覆盖全国并远销欧洲、澳洲、

日本和东南亚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中国专业制

造铝型材的标杆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

财务情况 

指标 
2020.12.31 

（经审计） 

2021.09.30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4,636.10万元 802,133.31 万元 

资产净额 167,384.12万元 170,803.93 万元 

指标 
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0,329.58 万元 866,003.73 万元 

净利润 26,979.11万元 18,444.64 万元 
 

 

3.佛塑科技 

关联人名称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190380023W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唐强 

注册资本 96,742.3171万元 

成立时间 1988年 06月 28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号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各类高分子聚合物、塑料化工新材料、塑料

制品、包装及印刷复合制品、热缩材料、工程塑料制品、

建筑及装饰材料、电线电缆产品、聚酯切片和化纤制品

（上述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由分支机构经营）；塑

料机械设备制造、加工及工程设计安装；辐照技术服务

（由下属分支机构筹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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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仓储、普通货运；出版物、包

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对外投资；技术咨询

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提供土地、房产、设备、车辆租赁服务。 

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

况 

公司所从事的高分子新材料行业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已形成以渗析材料、光电材料和阻隔材料为框架的

产业布局，偏光膜、粗化电工膜、超薄型电容膜、安全

型电容器用金属化膜、透气膜、无孔透湿膜、复合塑料

编织材料等多种差异化产品在技术、质量、性能方面均

具有先进性，是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

财务情况 

指标 
2020.12.31 

（经审计） 

2021.09.30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9,819.59 万元 402,503.68 万元 

资产净额 267,172.29 万元 277,545.55 万元 

指标 
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9,940.31 万元 180,919.75 万元 

净利润 9,992.62万元 13,194.96 万元 
 

 

（三）关联方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广新研究院的基本信息 

1.名称：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3247344223 

3.成立时间：2014年 11 月 26 日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1302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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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资本：33,334.00万元 

7.法定代表人：高上 

8.经营范围：研究和实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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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广新集团 100% 90.0000% 

佛塑科技 -- 3.3333% 

兴发铝业 -- 3.3333% 

星湖科技 -- 3.3333% 

合计 100% 100%
注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业务经营情况 

广新研究院的主要职能为科技创新管理与服务、股权投资与管理、

创新项目孵化和前瞻性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主要业务为投资项目平

台，尚未有经营收入。 

（三）经审计的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21.7.31 

总资产 33,195.51 33,476.12 

总负债 451.17 808.00 

所有者权益 32,744.34 32,668.12 

净利润 -894.27 / 

 

（四）权属状况说明 

广新研究院产权清晰，资产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类似安

排，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利限制，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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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

任何权利限制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文件、股东协议、合同、承诺或安

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

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其他任何

行政或司法程序。 

（五）评估情况 

根据符合证券法要求的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以 2021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评估结果采用资

产基础法，本次标的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3,712.16万元，评估值

33,549.01 万元，评估减值 163.15 万元，减值率为 0.48%。 

四、交易的总体方案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广新集团拟采用非公

开协议方式将其合计持有广新研究院的 1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

益转让给佛塑科技、兴发铝业和星湖科技，每个受让方各受让广新研

究院的 3.3333%股权。 

（一）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符合证券法要求的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以 2021 年 7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采用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最终的评

估结论出具了财兴资评字（2021）第 380 号《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拟混改涉及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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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交易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采用非公开

协议方式转让。本次交易价格以相关标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和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

让企业产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相关规定

作为定价依据。 

（二）转让方式和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在评估结果公示无异议的前

提下，以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 33,549.01 万元为基础，协商确定广新

研究院 10%股权转让价格为 3,354.90 万元，星湖科技受让 3.3333%

股权所对应的交易价为 1,118.3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目标股权（10%

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以 2021 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交

易标的进行审计、评估，标的资产经评估后净资产评估价值作为依据，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人民币 3,354.90 万元，三个受让方各受

让标的公司 3.3333%股权，支付对价款 1,118.30万元。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 

3.产权交割：在协议生效且受让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后 15 个工

作日内目标公司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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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过渡期约定：（1）过渡期内，转让方对标的资产尽善良管理义

务，保证持续拥有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保证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保证不对标的资产设置其他任何权利限制；合理、谨慎地运营、管理

标的资产，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致标的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2）

过渡期内，转让方确保并督促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审慎尽职的原则，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目标公司利益，确

保目标公司以符合法律法规和良好经营惯例的方式保持正常运营。

（3）过渡期内，未经受让方书面同意，转让方及目标公司不得就目

标公司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进行资产处置、

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利润分配、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之行为。 

5.债权债务处理：目标公司在交割日前后的债权债务均由目标公

司承担。 

6.协议的成立、生效：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协议满足如下全部条件后生效：（1）协议成立；

（2）协议获得各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3）如果因第（2）条约定的

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协议无法生效的，各方仍将遵守协议约定的

保密义务。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新研究院是广新集团重要的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对内能

整合所属企业创新成果，对外具有省属国企平台优势，有利于整合公

司内外科研资源，增强公司信息获取、争取政府资源支持等能力，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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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叉融合的协同科技创新体系。 

本次受让标的股权对公司未来科技创新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和推

动作用，公司交易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对公司

2021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将有助于公司整合内外部科研

资源，构建交叉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公司科技创新工作。交易

价格符合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

的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受让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

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

受让广东省广新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由 6 名非关

联董事进行表决，关联董事王立、庞碧霞回避表决，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同意公司受让广新研究院 3.3333%股权，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定



12 
 

价原则，股权转让金额以符合证券法要求的评估机构的估值结果为基

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

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已依法回避，亦

未委托其他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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