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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将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采取锁价发行方

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德迈科100%权益的发行对象为德迈科全体股东，即黄建中、王炯、吕乃二、吴永生、乐振武、中谷投

资合计6名对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权益的发行对象为威达集团；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

威达集团、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合计2名对象。

4、发行价格

（1）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

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根据《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根据上述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2）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10.61元/股。

本次重组中，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9.55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9.55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

调整。

5、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德迈科100%股权

本次标的资产德迈科100%股权交易金额为36,500万元，以9.55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对应本次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

数量为38,219,891股。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支付

股份数（股） 对应金额（元）

1 黄建中 22,931,937 218,999,998

2 中谷投资 8,408,376 80,299,990

3 吕乃二 1,910,994 18,249,992

4 乐振武 1,910,994 18,249,992

5 吴永生 1,528,795 14,599,992

6 王炯 1,528,795 14,599,992

合计 38,219,891 364,999,956

备注：本次向苏州德迈科全体股东新发行的股份数量精确到个位数，对不足1股的剩余对价由交易对方无偿赠与上市

公司；据此计算的现金支付金额精确到个位数，不足1元的由交易对方无偿赠与上市公司。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进行

调整的，则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股权

按照标的精密铸造100%股权的交易价格12,100万元，以9.55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公司拟向威达集团发行股份12,

670,157股，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股份支付

股份数（股） 对应金额（万元）

威达集团 12,670,157 12,100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进行

调整的，则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3）募集配套资金的新股发行数量

公司拟向威达集团、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2名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4,000

万元（包含相关费用预计约2,000万元）。 根据9.55元/股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4,659,685股。

认购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认购股票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威达集团 12,565,445 12,000

2 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094,240 2,000

合计 14,659,685 14,000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合计拟发行不超过65,549,733股新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超过419,683,984股，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5.62%。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进行

调整的，则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6、锁定期安排

（1）发行股份购买德迈科100%股权所涉及股份的锁定期

1）黄建中、王炯、吴永生、中谷投资的股份锁定期

A.黄建中、王炯、吴永生、中谷投资分别承诺，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山东威达股份在发行完成时全部锁定，锁定期为12

个月。 锁定12个月期满之后，在利润承诺期间（2015年至2018年）每12个月的股份解锁比例为：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持有山东威达股份总数的25%，且累计解锁比例不得高于累计利润实现比例，该比例按以下公式计算：

累计利润实现比例=苏州德迈科截至上一年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四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上述公式中，净利润为经审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B.在利润承诺期后，在满足下述“3）为业务经营考核所设股份锁定期”之约定的前提下，黄建中、王炯、吴永生、中谷投

资所持股份全部解锁。

C.本次交易最终发行股票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

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进行调整的，则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因上述调整而发生

的股份数量变化部分按照上述约定解锁；非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股份，不适用上述约定。

D.锁定12个月期满之后，如果苏州德迈科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时间晚于利润承诺期间上一年12个月锁定期届满之

日，则股份可解锁时间须顺延至苏州德迈科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之后。

E.按照上述约定，对黄建中、王炯、吴永生、中谷投资所持股份的解锁安排举例说明，假定本次交易在2016年3月31日完

成，且苏州德迈科每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在下一年的3月31日前出具，则具体解锁安排如下表：

单位：股

可解锁时间 2017年3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合计

黄建中 5,732,984 5,732,984 11,465,969 22,931,937

中谷投资 2,102,094 2,102,094 4,204,188 8,408,376

吴永生 382,198 382,198 764,399 1,528,795

王炯 382,198 382,198 764,399 1,528,795

2）吕乃二、乐振武的股份锁定期

吕乃二、乐振武分别承诺:�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山东威达股份在发行完成时全部锁定，锁定期为12个月。锁定期满后，

所持股份全部解锁。

3）为业务经营考核所设股份锁定期

A.如果苏州德迈科2018年度的机床自动化、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业务收入占其营业收入比例不足30%且低于10,000万

元的，则黄建中、王炯、吴永生、中谷投资在苏州德迈科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所持全部剩余股份，自出具之日起

自动延长锁定期12个月。

B.为确保自动延长锁定期的实施，在利润承诺期届满后苏州德迈科出具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日之前，黄建中、王炯、

吴永生、中谷投资停止行使解锁权。

C.自动延长锁定期满后，黄建中、王炯、吴永生、中谷投资所持剩余股份全部解锁（非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股份不计入

内）。

4） 上述自然人及法人股东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若上述苏州德迈科自然人股东担任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限售和解锁须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5）若法律、监管部门对原股东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有进一步要求的，原股东同意根据相关监管

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股权所涉及股份的锁定期

威达集团承诺，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山东威达股份在发行完成时全部锁定，锁定期为36个月。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若法律、监管部门对原股东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有进一步要求的，原股东同意根据相关监管部门

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3）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威达集团、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承诺，因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新股在发行完成

时全部锁定，锁定期为36个月。 此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与深交所现行规定执行。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拟上市的交易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8、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五）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目标资产损益的归属安排

各方同意，从评估（审计）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苏州德迈科的期间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黄建中、王炯、吕

乃二、吴永生、乐振武及中谷投资合计6名对象承担；精密铸造的期间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威达集团承担。

各方同意，在资产交割日后的15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期间损益进行审计，相关

审计机构应在资产交割日后4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各方应在相关审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期间损益的支

付工作。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354,134,251股，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将发行不超过50,890,048股普通股用于购买

资产，发行14,659,685股普通股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威达集团 79,290,751 22.39 104,526,353 24.91

昆嵛科技 25,020,450 7.07 25,020,450 5.96

黄建中 - - 22,931,937 5.46

中谷投资 - - 8,408,376 2.00

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 - 2,094,240 0.50

吕乃二 - - 1,910,994 0.46

乐振武 - - 1,910,994 0.46

吴永生 - - 1,528,795 0.36

王炯 - - 1,528,795 0.36

其他投资者 249,823,050 70.54 249,823,050 59.53

合计 354,134,251 100.00 419,683,984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为威达集团，持股数为104,526,353股，持股比例为24.91%。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桂

模，通过威达集团控制公司24.91%的股份。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公司2015年1-8月财务报表和信永中和出具的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XYZH/2015XAA30066），本次重组

前后，公司2015年1-8月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

资产总额（万元） 198,033.00 263,287.88

负债总额（万元） 37,740.77 62,456.41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160,292.23 200,831.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160,292.23 200,343.39

资产负债率（%） 19.06% 23.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元/股） 4.53 4.95

营业收入（万元） 54,047.27 65,905.07

营业利润（万元） 5,598.86 7,450.29

利润总额（万元） 5,920.17 8,495.50

净利润（万元） 4,904.56 7,030.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904.56 7,053.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德迈科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黄建中、王炯、吕乃二、吴永生、乐振武及中谷投资，与公司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交易对方中黄建中将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收购苏州德迈科100%股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威达集团。 威达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审议本次收购精密铸造100%股权交易的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杨桂

模、杨明燕已回避表决。 在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时，威达集团所持股份将回避表决。

3、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包括威达集团、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2名交易对象。 其中威达集团、国

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收购苏州德迈科100%股权及精密铸造100%股权。 根据山东威达、苏州德迈科及精密铸造经

审计的2014年度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项目 山东威达

苏州德迈科 精密铸造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资产总额及成交价格孰高（万元） 198,481.18 36,500.00 18.39% 12,100.00 6.10%

营业收入（万元） 80,629.79 12,414.74 15.40% 5,507.55 6.83%

资产净额及成交价格孰高（万元） 157,150.64 36,500.00 23.23% 12,100.00 7.70%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本

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的总股本为354,134,251股，威达集团持股数为79,290,751股，持股比例为22.39%。

本次交易完成后，威达集团持有104,526,353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4.91%。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杨桂模先生。

八、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合计发行65,549,733股新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419,683,984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15.62%。

以发行股份上限65,549,733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

股本将由354,134,251股变更为419,683,984股，社会公众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本公司股票仍具备

上市条件。

九、本次交易的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5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其中，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杨桂模、杨明燕回避表决；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认购配套募集资金的议案非独立董事全部回避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均获得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

十、独立财务顾问具有保荐业务资格

本公司聘请国金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

第二节 交易各方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号

法定代表人 杨明燕

注册资本 35,413.43万元

实收资本 35,413.43万元

成立日期 1998年7月8日

上市日期 2004年7月27日

股票简称 山东威达

股票代码 002026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期限 长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000018012299

经营范围

钻夹头及配件、粉末冶金制品、精密铸造制品、机床及附件、电动工具及配件、锯片、带锯

条、电子开关、环保设备及仪器仪表、汽车转向螺杆、螺母、总成的生产、销售；金属铸、锻

加工；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环境监测及技术检测服务；资格证书

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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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 264414

联系电话 0631-8549156、8548288

传真号码 0631-8545388、8545018

（二）公司设立及股权变动

1、公司设立、改制和上市情况

1998年7月8日，根据《关于同意筹建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鲁体改企字[1997]第220号）、《山东省股份

有限公司批准证书》（鲁政股字[1998]25号）和《关于同意设立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函》（鲁体改函字[1998]第29

号），山东威达机床工具集团总公司、山东威达机床工具集团总公司职工持股会、文登市精密机床附件厂、文登市蔄山福利

塑料厂和文登市蔄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发起设立方式成立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4,

000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06号”文核准，以及深交所“深证上[2004]73号”文批准，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3,000万股，上述公开发行的股票于2004年7月27日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9,000万股。

2、上市后历次股权变动

经公司200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200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5股，转增后总股本变为13,500万股。

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以201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3,5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3股并派

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本次分配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为17,550.00万股。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7,55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为22,815万股。

2014年6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386号”文核准，公司向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7名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共计12,598.43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为35,413.43万股。

3、最近一次控制权变化情况

自设立以来，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威达集团一直是公司控股股东，杨桂模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4、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三）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1、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经营范围为：钻夹头及配件、粉末冶金制品、精密铸造制品、机床及附件、电动工具及配件、锯片、带锯条、电子开

关、环保设备及仪器仪表、汽车转向螺杆、螺母、总成的生产、销售；金属铸、锻加工；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的销

售；环境监测及技术检测服务；资格证书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发行人目前主营业务为各类电动工具配件、机床及附件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各种型号钻夹头、粉末冶

金件、锯片、电动工具开关、机床及附件等。目前公司抓住我国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机遇期，正积极开拓工业机器人、自动

化等业务领域。

2、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按合并报表口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80,629.79 71,822.03 64,460.20

营业利润 6,489.40 5,038.52 7,219.56

利润总额 11,427.75 5,478.38 7,379.20

净利润 9,900.76 4,588.35 6,554.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900.76 4,588.35 6,554.56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63.99 -224.47 5,236.47

基本每股收益 0.34 0.20 0.29

毛利率 22.71% 21.66% 22.68%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总资产 198,481.18 104,006.91 88,063.14

净资产 157,150.64 70,668.13 66,957.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7,150.64 70,668.13 66,957.28

资产负债率 19.22% 32.05% 23.97%

公司主营业务的具体发展详情请参见本报告书“第八节/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分析” 。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1、威达集团简介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威达集团持有公司79,290,751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2.39%。 威达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4号

法定代表人 杨桂模

注册资本 4,550万元

成立日期 1995年8月1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371081018008292

经营范围

散热器、板手制造；钢材、电器配件、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机电产

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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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历史沿革

①设立

经文登市体改委“文改字[1993]7号” 文批准，1993年4月15日成立文登威达机床工具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1.73万元，法定代表人：杨桂模；经营范围：散热器、板手、钻夹头、手电钻、冲击钻；兼营汽车货运。 1995年8月10日，文登威

达机床工具集团公司更名为山东威达机床工具集团总公司。

②2001年10月，改制为有限公司

2001年10月13日，文登市体改委“文体改字[2001]25号”文同意山东威达机床工具集团总公司改制为文登市威达机械

有限公司，改制后威达机械注册资本变更为700.00万元。

2001年10月26日，文登英达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文会师验字[2001]第234号”《验资报告》，对改制后各股

东出资予以验证。 2001年10月30日，文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申请。

改制完成后，威达机械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杨桂模 380.00 380.00 54.29%

杨明燕 300.00 300.00 42.86%

马常春 7.00 7.00 1.00%

杨桂平 2.00 2.00 0.29%

刘福玲 1.00 1.00 0.14%

丛日松 1.00 1.00 0.14%

刘增永 1.00 1.00 0.14%

林乐华 1.00 1.00 0.14%

李铁松 1.00 1.00 0.14%

曹积永 1.00 1.00 0.14%

曹玉进 1.00 1.00 0.14%

刘厚兴 1.00 1.00 0.14%

曹玉明 1.00 1.00 0.14%

郭世兰 1.00 1.00 0.14%

曹信平 1.00 1.00 0.14%

合计 700.00 700.00 100.00%

③2001年11月，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

2001年11月13日， 经威达机械股东会决议通过， 决定以公积金3,850.00万元转增实收资本， 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700.00万元增至4,550.00万元。

2001年11月16日，文登英达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文会师验字[2010]第251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进

行了审验。 2001年11月20日，文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工商变更申请。

此次增资完成后，威达机械的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杨桂模 2,470.00 2,470.00 54.29%

杨明燕 1,950.00 1,950.00 42.86%

马常春 45.50 45.50 1.00%

杨桂平 13.00 13.00 0.29%

刘福玲 6.50 6.50 0.14%

丛日松 6.50 6.50 0.14%

刘增永 6.50 6.50 0.14%

林乐华 6.50 6.50 0.14%

李铁松 6.50 6.50 0.14%

曹积永 6.50 6.50 0.14%

曹玉进 6.50 6.50 0.14%

刘厚兴 6.50 6.50 0.14%

曹玉明 6.50 6.50 0.14%

郭世兰 6.50 6.50 0.14%

曹信平 6.50 6.50 0.14%

合计 4,550.00 4,550.00 100.00%

④2009年11月，名称变更

2009年11月2日，经威达机械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名称由“文登市威达机械有限公司”修改为“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

司” ， 英文名称由 “WENDENG� WEIDA� MACHINERY� CO.,LTD” 修改为 “SHANDONG� WEIDA� GROUP� CO.,

LTD” ，并就上述事项修改了公司章程。 2009年11月8日，威海市工商局工业新区分局核准此次变更申请。

本次变更后，威达集团注册资本及各股东的股权比例不变。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威达集团注册资本及各股东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2）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威达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杨桂模 2,470.00 54.29%

2 杨明燕 1,950.00 42.86%

3 马常春 45.50 1.00%

4 杨桂平 13.00 0.29%

5 曹积永 6.50 0.14%

6 刘福玲 6.50 0.14%

7 丛日松 6.50 0.14%

8 刘增永 6.50 0.14%

9 郭世兰 6.50 0.14%

10 曹玉进 6.50 0.14%

11 刘厚兴 6.50 0.14%

12 曹玉明 6.50 0.14%

13 曹信平 6.50 0.14%

14 林乐华 6.50 0.14%

15 李铁松 6.50 0.14%

合计 4,550.00 100.00%

（3）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威达集团为控股型公司，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威达集团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合并数 母公司 合并数 母公司

总 资 产 331,986.79 92,891.27 230,981.24 93,802.60

总 负 债 145,910.66 75,076.39 133,161.43 75,017.67

净 资 产 186,076.13 17,814.88 97,819.81 18,784.92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105,095.23 - 118,310.84 -

营业利润 7,420.68 -833.62 13,688.12 -2,447.75

利润总额 12,887.10 -970.04 14,07135 -2,447.75

净 利 润 9,878.30 -970.04 11,595.94 -2,447.75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文登英达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下属公司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威达集团除持有山东威达22.39%的股份外，其控股或参股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一、威达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1

威海威达精密铸

造有限公司

2003年11月

3日

杨桂模

965.129万

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黄

岚办事处扬威路2号

各种精密铸造配件的生

产。

2

威海威达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

2004年9月7

日

杨桂模 2,000万元

威海 市文化 西 路 -288 号

0912室

未实际开展主营业务。

3

山东威达铸业有

限公司

1994年7月

11日

杨桂模 1,00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蔄

山镇中韩路2号

已停止开展主营业务。

4

山东威达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95年8月

14日

杨明燕 5,80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

山镇中韩路2-4号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5

济南一机床集团

有限公司

1996年12月

28日

丛湖龙

56,148.20

万元

济南市市中区机床一厂西厂

路4号

已停止开展主营业务。

6

山东威达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2000年12月

13日

杨桂清 3,50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蔄

山镇中韩路2号

土木工程建筑、 线路管

道及设备安装。

7

威海威达物资回

收有限公司

2010年8月

26日

杨桂模 80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蔄

山镇中韩路2-6号

废旧物资回收、 加工及

销售。

8

威海市康神宝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

2009年3月

31日

孙太增 100万元

威海市环翠区金线顶路28号

1601室

生物制品、食品的研发、

咨询。

9

威海市威达农业

种植发展有限公

司

2010年8月3

日

杨桂清 10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蔄

山镇中韩路-2-10号

谷物、薯类、油料、豆类、

蔬菜、花卉、水果等农作

物的种植及苗木绿化。

10

威海市盛鑫门窗

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

17日

杨桂清 10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蔄

山镇中韩路59-5号

铝合金金属制品、 铝合

金门窗的加工及销售。

11

文登威达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2006年7月

18日

杨桂清 5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蔄

山镇中韩路23-8号

物业服务。

12

文登市威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8年7月

11日

杨桂清 1,000万元 文登市龙山路121-1号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13

威海市昆嵛精密

仪器有限公司

2012年3月

14日

杨明燕 300万元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蔄

山镇中韩路2-4号

精密仪器仪表及配件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

14

湖北锐辉科技有

限公司

2010年3月

22日

杨桂模

4,591.85

万元

枝江市仙女工业园

硬质合金带锯条的生产

及销售。

二、一机集团下属子公司

1

深圳运通机械有

限公司

1991年4月

25日

于志海 319万元

深圳市沙头角太平洋工业区

一栋一层

目前无实际经营。

2

济南白马建筑安

装工程处

1995年10月

9日

刘兴奇 600万元 济南市郎茂山路2号-1 已停止开展主营业务。

3

济南第一机床厂

劲松技术开发公

司

1992年1月

28日

孙恒昌 111万元

济南市市中区机一西厂路4

号院内（王官庄西路4号）

已停止开展主营业务。

4 济南第一机床厂

1999年1月

27日

杨桂军 1,500万元

济南市市中区机一西厂路4

号

已停止开展主营业务。

三、威达集团参股企业

1

威海中远造船科

技有限公司

2011年10月

31日

贾连军 6,000万元

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

路长江街路口

船舶压载水处理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2、杨桂模先生简介

杨桂模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杨桂模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63219500918****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碧海庄园19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3、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五）最近三年合法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最近三年不存在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况。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德迈科100%股权的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收购苏州德迈科的交易对方为苏州德迈科的全体6名股东，各交易对方持有苏州德迈科的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建中 6,000.00 60.00%

2 中谷投资 2,200.00 22.00%

3 吕乃二 500.00 5.00%

4 乐振武 500.00 5.00%

5 吴永生 400.00 4.00%

6 王炯 400.00 4.00%

合计 10,000.00 100.00%

1、黄建中

（1）基本情况

姓名： 黄建中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219691018****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无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直接持股比例）

2012.1至今 董事长、总经理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60.00%

2013.4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中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海复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00%

2012.1至2015.10 董事 北京科力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86%

2014.5至今 董事 昆山高联机器人有限公司 -

2014.9至今 董事

Hong�Kong�DEMAC�International�Co.,�

Limited

100.00%

2013.2至今 执行董事 上海德迈科电气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

2014.6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海慧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

2013.2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海慧桥电气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

2012.1至2012.4 董事 上海慧时软件有限公司 -

2014.7至今 执行董事 上海慧时软件有限公司 -

2012.6至今 执行董事 上海兮科电气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

2014.6至今 董事长 合肥瑞石测控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2015.9至今 客座教授 上海海事大学 -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苏州德迈科及其控股子公司外，黄建中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上海复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万元 75% 投资管理咨询

2 中谷投资 2,200万元 25% 持股苏州德迈科

3

Hong�Kong�DEMAC�International�

Co.,�Limited

100港元 100.00% 自动化产品

2、中谷投资

（1）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中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1065号1010A室

出资额 2,2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建中

组织结构代码 06596637-5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310105065966375

成立日期 2013年4月1日

营业期限 2013年4月1日至2033年3月31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5000428300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2）历史沿革

2013年2月28日，黄建中、孙军凯、吴永生、仓亚军、陆晓萌、戎华、卢页方、姜庆明、王炯、梁兴龙等10人共同签署《中谷

投资合伙协议》，约定黄建中为普通合伙人，其他人为有限合伙人，并一致同意委派黄建中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各合伙人认

缴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黄建中 550.00 25.00%

2 有限合伙人 王炯 400.00 18.18%

3 有限合伙人 吴永生 400.00 18.18%

4 有限合伙人 孙军凯 300.00 13.64%

5 有限合伙人 卢页方 300.00 13.64%

6 有限合伙人 姜庆明 50.00 2.27%

7 有限合伙人 戎华 50.00 2.27%

8 有限合伙人 陆晓萌 50.00 2.27%

9 有限合伙人 仓亚军 50.00 2.27%

10 有限合伙人 梁兴龙 50.00 2.27%

合计 2,200.00 100.00%

（3）主要业务情况

中谷投资除对苏州德迈科进行投资外，没有其他业务。 中谷投资最近两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22,000,600.00 22,000,000.00

负债总额 600.00 0.00

股东权益合计 22,000,000.00 22,000,000.00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成本 0.00 0.00

营业利润 0.00 0.00

利润总额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0

（4）主要合伙人情况

黄建中、王炯、吴永生系本次收购苏州德迈科的交易对方，其基本情况请参看本节相应内容，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如

下：

1）孙军凯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0319720821****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青杉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田州路99号新茂大楼3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加拿大

2）卢页方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1319700301****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户部街

通讯地址： 上海市田州路99号新茂大楼3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无

3）姜庆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0319790929****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虹古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无

4）戎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419630930****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无

5）陆晓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119690817****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乳山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无

6）仓亚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10419610302****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江东路

通讯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D座3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无

7）梁兴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2219761110****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无

3、吕乃二

（1）基本情况

姓名： 吕乃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2010419690503****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东方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田州路99号新茂大楼3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直

接持股比例）

2012.1至今 董事、副总裁 慧桥电气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

2012.1至2015.10 监事 苏州德迈科 5.00%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海典欣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00%

2012.1至今 董事 上海瑞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2012.2至2014.11 董事

Witjoint�Tech�Industrial�Corporation�

Limited（慧橋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

2012.1至今 监事 上海益青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海联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0.00%

2012.1至2015.10 监事 上海德迈科电气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

2012.1至今 监事 上海慧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

2012.1至2015.10 监事 上海慧桥电气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

2012.1至2012.4 董事 上海慧时软件有限公司 -

2012.4至2015.10 监事 上海慧时软件有限公司 -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持有苏州德迈科5%的股权外，吕乃二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上海联控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

50万元 60% 无实际经营

2

上海典欣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50万元 70% 投资及投资管理

4、乐振武

（1）基本情况

姓名： 乐振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101963041****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

通讯地址： 北京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A座8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无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直接

持股比例）

2012.1至今 总裁 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 -

2012.1至今 董事 上海百林通信网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2013.7至今 董事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2012.7至今 董事 深圳比科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015.3至今 独立董事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012.1至2015.3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北京中泽启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持有苏州德迈科5%股权外，乐振武没有其他控制的企业。

5、吴永生

（1）基本情况

姓名： 吴永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23019730518****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宝城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

股比例）

2014.6至2015.10 董事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4.00%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海皓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00%

2012.1至2012.4 监事 慧桥电气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

2012.1至今 监事 上海联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40.0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持有苏州德迈科4%的股权外，吴永生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上海皓畴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50万 50% 投资及投资管理

2

上海联控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

50万 40% 无实际经营

3 中谷投资 2,200万 18.18% 持股苏州德迈科

6、王炯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炯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819681122****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罗阳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直接

持股比例）

2012.1至今

董事、副总裁、首席

技术官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4.00%

2014.5至今 董事 昆山高联机器人有限公司 -

2012.1至2012.4 董事 上海慧时软件有限公司 -

2012.1至今 经理 上海慧时软件有限公司 -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持有苏州德迈科4%股权外，王炯还持有中谷投资18.18%的出资额。

（二）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股权的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威达集团，威达集团现持有精密铸造100%股权。

威达集团相关情况参见本节“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四）/1、威达集团简介”相关内容。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精密铸造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威达集团，威达集团现持有发行人22.39%的股份，为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中， 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德迈科100%股权的交易对方黄建中将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持有本公司超过5%的股

权，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黄建中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尚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苏州德迈科购买协

议》的约定，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山东威达董事会将向股东大会提议黄建中担任山东威达董事。

（五）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

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目前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六）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五年内拒不

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配套融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认购对象情况

本次重组配套融资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威达集团、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威达集团

威达集团基本情况请参见本节“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2、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名称：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国金山东威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全额用于认购山东威达本次交易中配套融资部分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国金山东威

达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系由国金证券资产管理部设立和管理，由山东威达的员工自筹资金不超过2,000万元认购的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4年。

（二）配套融资对象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配套融资对象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威达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

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目前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配套融资对象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

根据配套融资对象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威达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五年内拒不

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第三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苏州德迈科

（一）苏州德迈科基本情况

1、苏州德迈科概况

公司名称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 张浦镇建德路405号

主要办公地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

法定代表人 黄建中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1月9日

经营期限 2012年1月9日至2062年1月8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3000502635

组织机构代码 58846120-2

税务登记证号 昆山国地税登字320583588461202

经营范围

电气控制、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咨询、设计、开发、集成、技术服务；智能电气控制柜、高低压开

关成套设备、输配电设备及各类智能元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和物流

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机电安装工程承包；电子电气产品、机电设备、仪器

仪表、五金交电、电线电缆、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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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苏州德迈科历史沿革

（1）2012年1月设立

苏州德迈科由黄建中、徐欲晓于2012年1月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万元。2012年1月9日，苏州仁泰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苏仁泰会内验[2012]第005号”《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1月6日，苏州德迈科已收到首期注册资本2,000万元。 2012

年1月9日，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苏州德迈科设立时的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应在设立之日起二年内缴清。 黄建中、徐欲晓分别于2012年11月、

2013年5月、2013年8月缴纳了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已经缴足。 苏州华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就第二

期、第三期、第四期出资分别出具了“苏华内验（2012）第M412号”《验资报告》、“苏华内验（2013）第180号”《验资报

告》及“苏华内验（2013）第283号”《验资报告》。 以上出资均为货币出资。

苏州德迈科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建中 5,500 55%

2 徐欲晓 4,500 45%

合计 10,000 100%

（2）2013年10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3年10月22日， 苏州德迈科股东会通过决议， 同意黄建中将其持有的苏州德迈科2,0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中谷投

资、同意徐欲晓将其持有的苏州德迈科2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中谷投资、同意徐欲晓将其持有的苏州德迈科500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吕乃二、同意徐欲晓将其持有的苏州德迈科4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炯、同意徐欲晓将其持有的苏州德迈科4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吴永生、同意徐欲晓将其持有的苏州德迈科5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乐振武。

2013年10月22日，黄建中、徐欲晓分别与上述股权受让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2013年11月7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 经过此次股权转让，苏州德迈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建中 3,500 35%

2 徐欲晓 2,500 25%

3 中谷投资 2,200 22%

4 吕乃二 500 5%

5 乐振武 500 5%

6 吴永生 400 4%

7 王炯 400 4%

合计 10,000 100%

（3）2014年6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年6月7日，黄建中与徐欲晓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徐欲晓将其持有的苏州德迈科2,5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黄建

中。 同日，苏州德迈科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对出资人相关内容的修正。

2014年7月23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苏州德迈科核发了经过此次变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转让后，苏

州德迈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建中 6,000 60%

2 中谷投资 2,200 22%

3 吕乃二 500 5%

4 乐振武 500 5%

5 吴永生 400 4%

6 王炯 400 4%

合计 10,000 100%

3、产权控制关系

（1）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苏州德迈科股权结构图如下：

（2）苏州德迈科股东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建中 6,000 60%

2 中谷投资 2,200 22%

3 吕乃二 500 5%

4 乐振武 500 5%

5 吴永生 400 4%

6 王炯 400 4%

合计 10,000 100%

（3）苏州德迈科股权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苏州德迈科全体股东审议通过，同时，苏州德迈科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或投资

协议，也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高级管理人员安排以及影响苏州德迈科独立性的协议。

2015年11月17日，上市公司与苏州德迈科签订《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之借款协

议》（以下简称“《借款协议》” ），约定为了支持苏州德迈科业务尽快发展壮大，上市公司给予其5,000万元资金支持。 双

方就借款期限约定如下：如果中国证监会对《苏州德迈科购买协议》约定的重组事宜未予批准，则借款期限为自上市公司

将资金汇入苏州德迈科账户之日起至中国证监会对《苏州德迈科购买协议》约定的重组事宜未获批准之日；如果中国证监

会对《苏州德迈科购买协议》约定的重组事宜予以批准，则借款期限自上市公司将资金汇入苏州德迈科账户之日起，至按

照《苏州德迈科购买协议》之约定办理完毕资产交割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上述借款的年利率为6%。 《借款协议》已经上

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上市公司与苏州德迈科全体股东（以下简称“质押人” ）就上述《借款协议》签订了《股权质押协议》，约定质押人将

其持有苏州德迈科100%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对方苏州德迈科全体股东已就所持苏州德迈科股权权属相关情况出具声明，具体如下：

“本企业/本人合法持有苏州德迈科的股权，系该股权的实际持有人，该股权目前不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股份代持，不

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且该股权目前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

的任何约束；除可将所持苏州德迈科股权质押给山东威达外，本企业/本人将不会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并保证

此种状况持续至该股权登记至山东威达名下。 ”

（4）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德迈科上海分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苏州德迈科有一处分支机构为德迈科上海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注册号 310104000523280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001号12幢1401B室

负责人 黄建中 成立日期 2012年7月26日

经营范围

电气控制，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智能电气控

制柜、高低压开关成套设备、输变电设备及各类智能元器件的研发、销售，物联网技术和物流自动化设

备的销售，机电安装工程承包，电子电气产品、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电线电缆、计算器软硬件

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2）德迈科工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德迈科工程为苏州德迈科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德迈科电气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中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注册号 310105000339479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102号B－418室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

电气控制、自动化、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相关产

品，电气设备、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家用电器、五金交电、通信设备、电线电缆、建筑材料

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苏州德迈科 500.00 100.00%

3）慧桥科技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慧桥科技为苏州德迈科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慧桥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中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注册号 310105000380218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102号B－418室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7月2日

经营范围

自动化、电气、系统集成、网络、电子、通讯、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销售电气设备、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家用电器、五金交电、通讯设备、电线

电缆、建筑材料；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苏州德迈科 500.00 100.00%

由于慧桥科技目前无实际经营，因此苏州德迈科决定注销慧桥科技。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慧桥科技的注销程序正

在办理之中。

4）慧桥设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慧桥设备为苏州德迈科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慧桥电气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中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注册号 310118002584548

住所 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375、389号5幢504室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

电气自动化成套设备、输配电设备、高低压开关成套设备、电气控制设备的制造、安装，电气控制、自动

化、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电气设备、机电设备、

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家用电器、五金交电、通信设备、电线电缆、建筑材料，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

进出口业务。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苏州德迈科 500.00 100.00%

5）慧时软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慧时软件为苏州德迈科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慧时软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中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号 310104000447404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9幢701室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0月22日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通讯、电子智能、工业自动化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工业自动化产品、通讯设备、电子产

品，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苏州德迈科 1,000.00 100.00%

6）上海兮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兮科为慧桥设备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

(上接A21版）

(下转A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