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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宣城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以 4.05 元/股的价格向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长江晨道（湖北）

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所持有的宣城研一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标的公司”） 注册资本 400万元（对应持股比

例为 15%）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1620万元，公司将分别与上述各方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截至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共持有标的公司

注册资本 400万元（对应持股比例为 15%）股权。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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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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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7,567,515,895.62元和 3,625,098,077.30 元。本次股份转让价

款为 16,200,000.00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

额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0.21%和 0.45%，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宣城研一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获得股

东大会批准。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尚需签署转让协议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 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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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 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

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

的企业。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1层 B区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1层 B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倪泽望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

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受托管理投

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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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

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策划;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注册资本：5,420,901,882元 

 

（二）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西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榴云路商业街 A栋四楼 016

室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榴云路商业街 A栋四楼

016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谢荣华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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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02,020,200元 

 

（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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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号光谷国际生物

医药企业加速器一期工程 1号厂房 146号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号光谷国际

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一期工程 1号厂房 146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与资产管理;股权投

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宣城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 万元

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截止 2019年 12月 19日，标的公司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1 岳敏 8,760,000 32.85% 

2 田晓波 1,800,000 6.75% 

3 刘俊 148,8000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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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卿旭堂 240,000 0.90% 

5 王伟华 240,000 0.90% 

6 
宣城泰基新材料技术创新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20,000 9.45% 

7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15.00% 

8 深圳市研一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4,952,000 18.57% 

9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33,333 5.00% 

10 江西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33,333 5.00% 

合计 2,666.6666 100.00%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9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869,978.94 25,914,688.69 

负债总额 1,618,463.17 9,419,425.24 

应收账款 191,252.24 - 

净资产 23,251,515.77 16,495,263.45 

  2019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0,787.32 - 

营业利润 -3,243,747.68 -1,369,661.79 

净利润 -3,243,747.68 -1,369,66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0,058.20 2,755,049.11 

 

（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定价情况 

本次转让价格系在考虑标的公司当前的经营现状和其所在行业当

前发展现状、发展前景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定价为 4.05 元/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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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 

乙方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二：江西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三：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合称乙方） 

注：甲方将与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分别签署协议。 

1、甲方持有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400 万元（对应持股比例为 15%）

股权。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133.3333 万元（对应持股

比例为 5%）股权转让给乙方一，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40万元；甲方将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133.3333万元（对应持股比例为 5%）股

权转让给乙方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40万元；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

公司注册资本 133.3334万元（对应持股比例为 5%）股权转让给乙方

三，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40万元。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出资人，享受相

应的出资人权利并承担义务。 

3、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后 3个工作日内，且最晚不迟于 2019

年 12月 25日，乙方一、乙方二和乙方三分别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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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万元。 

4、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

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

的损失。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转让标的公司股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产业发展的

资金需求，转让所得的现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本次转让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400

万元股权预计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1128 万元，具体数据以注

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预计将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2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