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360

证券简称：炬华科技

公告编码：2016-013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纳宇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1 月 22 日，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徐
伟平、陈军方、齐伟、刘超、潘志光、王树平、郝华增及上海纳宇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纳宇电气”）签订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公司拟收购徐伟平、
陈军方、齐伟、刘超、潘志光、王树平、郝华增持有的纳宇电气 100%的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价格将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评估值为依据，交易价格按评估值精确到万元进行确定，由各方在正式股权转让
协议中明确。《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详见 2016 年 1 月 26 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3 月 10 日，公司与徐伟平、陈军方、齐伟、刘超、潘志光、王树平、
郝华增及纳宇电气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公司拟以
现金 20,000 万元收购徐伟平、陈军方、齐伟、刘超、潘志光、王树平、郝华增
持有的纳宇电气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6 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徐伟平，出生于 1955 年，徐伟平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陈军方，出生于 1967 年，陈军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齐伟，出生于 1965 年，齐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刘超，出生于 1972 年，刘超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潘志光，出生于 1957 年，潘志光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王树平，出生于 1978 年，王树平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郝华增，出生于 1969 年，郝华增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纳宇电气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复华路 33 号 1 幢 2 层 A 区
法定代表人：潘志光
注册资本： 2270 万元
营业期限：2008 年 1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配件、电力自动化仪器仪表、低压电器、通讯设备的生
产，家用电器、机电设备、文具用品、办公用品、纺织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电工器材、通讯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汽摩配件、工艺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从事机电设备、环保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建筑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
（二）转让前纳宇电气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徐伟平

417.30

18.38

2

陈军方

410.00

18.06

3

齐伟

406.70

17.92

4

刘超

400.00

17.62

5

潘志光

360.00

15.86

6

王树平

140.00

6.17

7

郝华增
合计

136.00

5.99

2270

100

（三）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纳宇电气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京永审字[2016]第 14618 号）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98.40

6,753.55

负债总额

1,384.07

2,090.93

净资产

2,914.33

4,662.62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6,845.90

6,362.47

营业成本

3,537.36

2,051.23

营业利润

309.95

1,554.72

净利润

847.50

1,748.28

2、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了《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收购股权涉及的上海纳宇电气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2016]第 18 号），此次评估采
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最终取收益法。
本次评估结论如下：
经收益法评估，纳宇电气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为人民币 20,050 万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纳宇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7,613.09 万元。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人民币 20,050.00 万元作
为本次评估结果。
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资产基础法高出 12,436.91 万元。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

的原因主要有：
（1）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
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
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2）收益法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考虑了被评估单位申报的帐内帐外资产，同
时也考虑了被评估单位拥有的客户关系、经营资质、管理团队等对获利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未能在资产基础法中予以体现。
（3）资产基础法仅为单项资产价值叠加，而收益法考虑了各项资产共同作
用的协同效应。
（4）纳宇电气是一家以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型企业，与传统的电气仪表类公
司不同，纳宇电气的技术研发实力突出，在国内生产企业中，纳宇公司专注于用
户端智能电力仪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备为客户提供智能化电力监控、
电能管理、电气安全等系统性解决方案的能力，对行业内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理解
深刻，产品线设置齐全，产品研发、设计、更新换代能力较强，销售和售后服务
网络健全，在国内市场赢得了广泛的市场美誉度。该公司股权价值除了固定资产、
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包括公司的客户关系、经营资质、技术优势、管理
团队等重要的无形资源的贡献。而资产基础法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进
行了评估，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整个公司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
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而公司整体
收益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委托方收购纳宇电气股权的原因之一是看中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本项评
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具体情况，在资产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原则下，依照企业规划
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客户资源条件，收益法更能体现被评估单位的整体价值。
四、 本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受让方”）与徐伟平、陈军方、齐伟、刘超、
潘志光、王树平、郝华增（以下统称“乙方”或“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及上海
纳宇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或“标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标的
各方同意，甲方向乙方收购其持有的丙方 100%的股权，经上海立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收购股权涉及的上海纳宇

电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2016]第 18 号评
估报告，标的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20,050 万元。
参照该评估净资产值，经各方协商，本次转让的价格确定为 20,000 万元（贰亿
元整）。即，甲方向乙方一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8.38%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3,676 万元（叁仟陆佰柒拾陆万元整）；甲方向乙方二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8.06%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3,612 万元（叁仟陆佰壹拾贰万元整）；甲方向乙方
三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7.92%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3,584 万元（叁仟伍佰捌
拾肆万元整）；甲方向乙方四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7.62%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3,524 万元（叁仟伍佰贰拾肆万元整）；甲方向乙方五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5.86%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3,172 万元（叁仟壹佰柒拾贰万元整）；甲方向乙方
六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6.17%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1,234 万元（壹仟贰佰叁拾
肆万元整）；甲方向乙方七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99%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1,198 万元（壹仟壹佰玖拾捌万元整）。
（二）增持股份约定
乙方所有人员承诺自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六个月内通过二级
市场购买甲方股票，乙方人员根据其现在对丙方的出资比例购买甲方股票，所有
人员累计购买金额不低于全部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20%，具体金额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最低购买甲方股票金额（万元）

1

徐伟平

735

2

陈军方

722

3

齐伟

717

4

刘超

705

5

潘志光

634

6

王树平

247

7

郝华增

240

合计

4000

乙方所有人员承诺完成最低购买金额的最后一笔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减
持持有的全部甲方股票。丙方三年内完成承诺业绩时，乙方方可减持持有的全部
甲方股票。
（三）业绩承诺

乙方及丙方承诺，丙方应实现以下经营目标：2016 年丙方完成净利润 1960
万元；2017 年丙方完成净利润 2190 万元；2018 年丙方完成净利润 2450 万元，
三年合计净利润 6600 万元。本款所述的净利润是指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税后净
利润（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审计）。
乙方、丙方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如丙方三年累计（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未完成承诺业绩，乙方需向甲方进行补偿。乙方应以现金方
式补偿甲方：
补偿金额总额=（乙方承诺丙方三年累计净利润数-丙方累计三年实现净利润
数）×1.2
如现金补偿不足，可由甲方按 1 元的价格回购乙方所持甲方等值的股票：
等值股票的计算方式为：股数=（补偿金额总额-已支付现金补偿额）/回购
当日甲方股票收盘价格
徐伟平、陈军方、齐伟、刘超、潘志光、王树平、郝华增各自应支付给甲方
的补偿金额或等值股票数额按照本次转让前其所持丙方股权的比例及累计应补
偿金额总额确定。
如乙方三年累计超额完成承诺业绩的，甲方同意将超额部分的 20%以现金方
式作为乙方奖励。
（四）竞业限制与公司职工的安排
1、乙方人员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十年内在中国境内外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丙方或甲方现有业务相竞争的经营活动，亦不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人从事与丙方或
甲方现有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否则其全部所得归丙方所有。
2、陈军方、刘超、王树平、郝华增等丙方管理人员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
后三年内不主动离职，三年后如离职，则自离职日起七年内在中国境内外不得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丙方或甲方现有业务相竞争的经营活动，亦不以任何方式帮助他
人从事与丙方或甲方现有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否则其全部所得归丙方所有。
3、为标的公司实际正常经营之需要，标的公司现有职工的雇佣合同将维持
不变，并按照劳动法的有关约定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在未来标的公司的运营过
程中，与上述工作人员在劳动合同项下或与双方劳动关系有关的问题应按照当时
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解决。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根据公司的发展目标，立足公共智慧能源计量及信息采集系统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积极拓展智能配用电技术国内外市场；同时积极探寻能源互联网等
产业发展。
节能减排符合国家发展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向之一。纳宇电气是主要
从事用户端智能电力仪表和能源管理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
技术企业，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欧洲 TUV 机构 CE 认证及国家 CCC 强制
认证，为电力仪表及电动机保护器两项产品的国家标委会成员单位，参与行业标
准的制定，具有电动机保护器、外置附加功能模块的智能网络电力仪表等专利。
纳宇电气的“蓝鲸系列”用户端智能电力仪表主要用于能源管理系统、楼宇
自动化系统、智能型开关柜、低压变配电系统、工业电气自动化系统、工厂电能
考核管理等方面。能源管理系统NY5000智能电力监控与电能管理系统、NY5000
建筑能耗分析管理系统为各行业节能减排及能源互联网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和一
流服务。
纳宇电气为轨道交通、智能楼宇、工矿企业、市政建设、能源、机场港口、
石化冶金等工商业领域等提供了质量可靠的优质产品和系统服务，已经是众多优
秀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的首选品牌。未来，纳宇电气将进一步拓展节能减排及能
源互联网系统解决方案相关业务。
本次收购纳宇电气 100%的股权，是公司涉足用户端智能电力仪表和能源管
理系统的开始，符合节能减排和能源互联网的长远发展需求，符合国家发展政策
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2、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纳宇电气 100%的股权，纳宇电气将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之一。未来，纳宇电气的快速发展，是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的之
一，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2）本次投资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造成公司对子公司形成依赖。
（3）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运作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与市场环境等多种外部因
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投资后标的公司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