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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上半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ITO

导电膜

玻璃

- - 29,079.65 37.00% 37,783.96 43.77% 36,617.16 42.61%

TFT-LCD

减薄玻璃

- - 4,587.49 5.84% 460.42 0.53% - -

新型显示器

件

16,137.68 40.33% - - - - - -

新材料

23,874.97 59.67% 44,924.48 57.16% 48,089.02 55.70% 49,044.27 57.07%

餐饮客房服

务

- - - - - - 282.82 0.33%

合计

40,012.65 100% 78,591.62 100% 86,333.39 100% 85,944.25 100%

注：2015年起， 上市公司将ITO导电膜玻璃、TFT-LCD减薄玻璃主营业务收入统一列示于新型显示器件

中。

六、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等指标

项 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

万元

） 282,546.77 243,149.37 213,204.49 106,481.75

负债总额

（

万元

） 105,129.53 70,456.21 50,155.56 48,4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

益

（

万元

）

175,323.64 170,985.65 161,579.67 51,52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4.88 4.76 4.82 1.52

资产负债率

37.21% 28.98% 23.52% 45.46%

2、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等指标

项 目

2015

年上半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45,490.98 94,219.84 98,262.74 97,092.04

利润总额

（

万元

） 5,214.42 13,226.61 17,190.99 16,67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4,337.99 10,961.62 14,481.62 13,291.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0.31 0.43 0.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股

）

0.11 0.29 0.34 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4,923.64 2,242.52 11,533.44 5,393.00

毛利率

23.98% 24.65% 24.96% 26.02%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47% 6.41% 8.96% 25.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全面摊

薄净资产收益率

2.31% 6.10% 7.10% 22.72%

注：上述主要财务指标中，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系以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直接除以当期末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结果。 下同。

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光集团直接持有公司83,377,966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3.23%，为公司直接

控股股东；蚌埠院直接持有公司16,755,323股股票，并通过全资持有的华光集团间接持有公司83,377,966

股股票，即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100,133,289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7.89%，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中

建材集团间接持有蚌埠院100%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2、控股股东概况

（1）直接控股股东———华光集团

企业名称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1

年

5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2,31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彭寿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767

号

办公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767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300000004063

税务登记证号码 皖地税蚌字

34030414987728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光电材料研发

、

生产

、

销售

；

玻璃制造及加工

、

新型建材的制造

；

玻璃原料

、

机械加工

；

信息咨询

（

不含证券及期货的投资咨询

）；

自产玻璃的出

口

；

进口企业生产和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

。 （

以上

项目不含前置行政许可项目

）。

（2）间接控股股东———蚌埠院

企业名称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6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4,208.8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彭寿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1047

号

办公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1047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300000014876

税务登记证号码 皖地税蚌字

340304485222428

经营范围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

承包境外建筑建材专业工程勘测

、

咨询

、

设计和监

理项目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以上项目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经营期限内经营

）。

餐饮经营

（

仅限分支机构

）、

住宿

（

仅限分支机构

）；

建

材

、

轻工产品

、

市政建筑工程

、

非金属矿山采选的研究开发

、

规划可行性研究

、

环评

、

工程设计

、

工程监理

、

工程总承包及有关技术

、

设备

、

材料

、

供货

；

玻璃切

割刀具

、

玻璃掰边工具

、

玻璃加工机械设备的研制

、

销售

；

生产销售研制的设备

产品

；

建材产品及备品备件的贸易

，

新能源房屋构件和组件研发

、

加工及相关

贸易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技术情报咨询

、

物化分析

、

热工测定

、

外文翻译及技术

服务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自营及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

务

（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

技术除外

）。 （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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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蚌埠院之控股股东———凯盛科技集团公司

企业名称 凯盛科技集团公司

成立日期

1988

年

5

月

9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37,832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彭寿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北京市紫竹院南路

2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紫竹院南路

2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18284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8101923517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

、

销售

；

轻工新技术的开发

、

转让

、

咨询

、

服务

及相关进出口业务

；

工程设计

、

咨询

。

招标代理业务

；

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

研究和生产

；

绿色能源项目的咨询

、

设计

、

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包

；

新能源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询

、

服务

，

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

、

推广应用

、

安

装

；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

、

集成房屋

、

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

、

生产

、

组装

、

销售及安装

。

玻璃及原材料

、

成套设备的研发

、

制造

、

销售

；

玻璃产品的深加工

、

制造

、

销售

；

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技术咨询

、

物

化分析

、

热工测定

；

建材

、

煤矿

、

电力

、

化工

、

冶金

、

市政工程的机电设备研发

、

制

造

、

销售

、

技术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

3、实际控制人概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建材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1

年

9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19,133.8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宋志平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B

座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B

座

）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00485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8100000489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产技术

、

装备的研究开发销

售

；

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

、

销售

、

施工

；

装饰材料的销售

；

房屋工

程的设计

、

施工

；

仓储

；

建筑材料及相关领域的投资

、

资产经营

、

与以上业务相

关的技术咨询

、

信息服务

、

会展服务

；

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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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上市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依据相关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最近三年内上市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不存在

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九、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的诚信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三年内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

务、未履行承诺或受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第三章 交易对方

一、本次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系国显科技的全体股东，即欧木兰、苏俊拱、梁诗豪、郑琦林、唐铸、欧严、冯国寅等7名自然

人，以及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讯投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创投”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投资”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红土” ）、深圳市龙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岗创投” ）、深圳市一德兴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一德兴业” ）、广州红土科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科信” ）、深圳市中企汇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汇” ）等8名法人单位。

上述交易对方中，梁诗豪系国显科技实际控制人欧木兰女士之子、欧严系欧木兰女士之胞弟；昌讯投资之

股东梁海元先生（持股昌讯投资22%，并任昌讯投资监事）系欧木兰女士之丈夫、股东欧春梅女士（持股昌讯

投资10%，并任昌讯投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系欧木兰女士之胞妹。 因此，欧木兰、梁诗豪、欧严

及昌讯投资互为一致行动人。深创投持有广东红土35%股权，深创投持有龙岗创投35%股权，深创投持有红土

科信30%股权。 深创投、广东红土、龙岗创投及红土科信互为一致行动人。 此外，星河投资持有广东红土7%股

权。除上述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外，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股东持有国显科技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欧木兰

4,712.40 52.36%

2

苏俊拱

918.00 10.20%

3

梁诗豪

612.00 6.80%

4

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12.00 6.80%

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0.00 5.00%

6

郑琦林

358.79 3.99%

7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270.00 3.00%

8

唐铸

215.73 2.40%

9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0.00 2.00%

10

深圳市龙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80.00 2.00%

11

深圳市一德兴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35.00 1.50%

12

欧严

113.22 1.26%

13

冯国寅

107.87 1.20%

14

广州红土科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0.00 1.00%

15

深圳市中企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5.00 0.50%

合 计

9,000.00 100.00%

二、本次交易对方的详细情况 （一）本次自然人交易对方的详细情况

1、欧木兰

（1）基本情况

姓名 欧木兰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16211971110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波托菲诺第七期2栋2单元23D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波托菲诺第七期2栋2单元23D

通讯方式 135028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起

始日期

任职终

止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国显科技 2006年 - 董事长、总经理 是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欧木兰女士持有国显科技4,712.4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52.36%。 欧木兰女士投

资国显科技之资金来源于多年经营企业的利润分红、个人投资所得等收入。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国显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欧木兰女士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2、苏俊拱

（1）基本情况

姓名 苏俊拱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52719570822****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东路123号10栋19C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东路123号10栋19C

通讯方式 138235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起始日期 任职终止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国显科技 2009年 - 副总经理 是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苏俊拱先生持有国显科技918.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0.20%。 苏俊拱先生投资

国显科技的资金来源于个人投资所得。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国显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苏俊拱先生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形。

3、梁诗豪

（1）基本情况

姓名 梁诗豪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51993032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波托菲诺第七期2栋2单元23D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波托菲诺第七期2栋2单元23D

通讯方式 13823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梁诗豪先生目前于英国留学，最近三年未在任何机关、团体、单位或企业就职。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梁诗豪持有国显科技612.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6.80%。 梁诗豪先生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欧木兰之子，梁诗豪先生所持股份系受让于欧木兰女士。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国显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梁诗豪先生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形。

4、郑琦林

（1）基本情况

姓名 郑琦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82419701002****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翠华苑23栋103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翠华苑23栋103

通讯方式 1871877****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序号 任职单位

任职起始

日期

任职终止

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1

广州市鑫金光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00年

2014年

11月

董事长兼总

经理

是。 持有广州市鑫金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90%股权。 郑琦林于2014年11月将所

持该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予自然人余世

燕、郑小七。

2

广州市迪创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2007年

2012年

3月

董事长

是。 持有广州市迪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于2014年5月6日完成

工商注销登记

3 国显科技 2012年3月 - 副总经理 是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郑琦林持有国显科技358.79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99%。 郑琦林先生投资国显科

技的资金来源于个人投资所得。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国显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郑琦林先生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形。

5、唐铸

（1）基本情况

姓名 唐铸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12219690605****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1120号605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1120号605

通讯方式 13603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序号 任职单位 任职起始日期 任职终止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1

深圳市正大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

2011年5月 2012年5月 注册会计师 否

2 国显科技 2012年5月 2014年11月 董事长助理 是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唐铸持有国显科技215.73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40%。 唐铸先生投资国显科技的

资金来源于个人投资所得。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国显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唐铸先生无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6、欧严

（1）基本情况

姓名 欧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5098119851115****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东帝海景家园2单元7B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东帝海景家园2单元7B

通讯方式 138237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起始日

期

任职终止日

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国显科技

2006年

11月

- 销售总监 是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欧严持有国显科技113.22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26%。 欧严先生投资国显科技的

资金来源于个人工作收入。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国显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欧严先生无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7、冯国寅

（1）基本情况

姓名 冯国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2053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兰溪谷十二栋7A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兰溪谷十二栋7A

通讯方式 136025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起始日

期

任职终止日

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广东安泰信律师事务所

2011年

11月

- 律师 是，系合伙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冯国寅持有国显科技107.87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20%。 冯国寅先生投资国显科

技的资金来源于个人工作收入。

（3）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国显科技及其下属企业外，冯国寅先生无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二）本次法人交易对方的详细情况

1、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欧春梅

注册资本 400万元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劳动北路42号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新余市劳动北路42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号 360502210032367

税务登记证号

码

余地税登字360502594325936号

成立时间 2012年4月18日

邮政编码 338099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企业管理、项目投资策划、会议

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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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①2012年4月，公司设立

昌讯投资前身系由深圳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由自然人梁海元（系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欧木兰女士

之丈夫）、欧春梅（系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欧木兰女士之胞妹）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梁海

元出资9.00万元、欧春梅出资1.00万元。

深圳源丰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2012年4月6日出具深源丰验字[2012]第11号《验资

报告》，确认截至2012年4月5日，昌讯投资已收到股东梁海元和欧春梅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0

万元。

2012年4月18日，昌讯投资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40301106163009。昌

讯投资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梁海元 9.00 90.00%

2 欧春梅 1.00 10.00%

合 计 10.00 100.00%

注：梁海元系欧木兰之丈夫，欧春梅系欧木兰之胞妹

②2013年6月，增加注册资本

昌讯投资于2013年6月5日召开股东会，通过了增加注册资本390万元的决议，新增注册资本由原股东按

出资比例认缴。 深圳市丰源会计师事务所对此次增资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深源丰验字[2013]第35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至2013年6月14日止，昌讯投资已收到股东梁海元、欧春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390.00万元，

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400.00万元。

2013年6月2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此次增资后，昌讯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内容 变更后

股东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增加注册资本（万

元）

股东

名称

出资额（万

元）

出资

比例

1 梁海元 9.00 90.00% 351.00 梁海元 360.00 90.00%

2 欧春梅 1.00 10.00% 39.00 欧春梅 40.00 10.00%

合 计 10.00 100.00% 390.00 合 计 400.00 100.00%

③2013年6月，股权转让

为更好激励公司管理团队，经各方协商，梁海元决定将其所持有昌讯投资79.50%的股权以858.60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公司的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成员， 共计31名自然人。 昌讯投资79.5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318.00万

元，本次转让作价858.60万元，转让价格即2.70元/股。

2013年6月20日，昌讯投资召开股东会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2013年6月21日，上述各方签署了股权

转让合同并经深圳市福田公证处公证。

2013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昌讯投资的股东、出资

比例、在标的公司任职情况、入职时间以及与标的公司其他关联关系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在标的公司处

任职情况

入职

时间

与标的公司其他

关联关系

1 梁海元 42.00 10.50% 总经办经理 - 欧木兰之丈夫

2 欧春梅 40.00 10.00% 证券事务代表 2012-1 欧木兰之胞妹

3 吕培荣 30.00 7.50%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013-6 无关联关系

4 顾长海 30.00 7.50% 营运副总经理 2012-11 无关联关系

5 谢茜茜 20.00 5.00% 业务助理 2013-6 无关联关系

6 梁宇东 20.00 5.00% 总经理助理 2012-2 无关联关系

7 李仲儒 15.00 3.75% 数码研发部经理、总监 2009-5 无关联关系

8 蒋春霖 10.00 2.50% 品质中心副总监 2010-7 无关联关系

9 李赟 10.00 2.50% 背光事业部总监 2012-6 无关联关系

10 万宏明 10.00 2.50% 财务部经理 2013-5 无关联关系

11 曾笑影 10.00 2.50% 科技发展部经理 2006-11 无关联关系

12 黄树红 10.00 2.50% 总经理助理 2011-4 无关联关系

13 束礼兵 10.00 2.50% 科技发展部经理 2013-3 无关联关系

14 冯翠 10.00 2.50% 制造部副总监 2012-4 无关联关系

15 邱子航 10.00 2.50% 手机销售总监 2010-9 无关联关系

16 陈志钢 10.00 2.50%

触摸屏研发中心

研发总监

2013-2 无关联关系

17 周松泉 10.00 2.50% 行政中心经理 2012-7 无关联关系

18 解应斌 10.00 2.50% 工程中心副总监 2010-8 无关联关系

19 周艳 10.00 2.50% 财务经理 2008-6 无关联关系

20 戴敏 10.00 2.50%

原手机屏研发中心总监，后

离职

2012-5 无关联关系

21 郭永胜 10.00 2.50% 原为人力资源总监，后离职 2012-11 无关联关系

22 景小磊 8.00 2.00% 销售副总监 2010-11 无关联关系

23 胡建 8.00 2.00% 销售副总监，后离职 2008-7 无关联关系

24 辜传展 8.00 2.00% 原销售副总监，后离职 2010-11 无关联关系

25 谭雪亮 5.00 1.25% 白色家电产品经理 2011-11 无关联关系

26 徐敏 5.00 1.25% 市场部经理 2012-11 无关联关系

27 张波 5.00 1.25% 项目经理 2012-9 无关联关系

28 欧阳华标 5.00 1.25% 白色家电硬件经理 2011-12 无关联关系

29 刘婷 5.00 1.25% 原销售经理，后离职 2009-11 无关联关系

30 陈春荣 5.00 1.25% 原数码研发经理，后离职 2011-10 无关联关系

31 汪娟 3.00 0.75% 销售经理 2009-8 无关联关系

32 杨叶 3.00 0.75% 销售经理 2010-4 无关联关系

33 龚海燕 3.00 0.75% 销售经理 2010-7 无关联关系

合 计 400.00 100.00% - - -

本次股权转让中，各受让方均以工资等自有积累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

④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间，因员工离职而导致的股权结构变动

A、2013年10月28日，原国显科技员工郭永胜离职

昌讯投资于2013年10月21日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郭永胜将其所持昌讯投资2.50%的股权（对应出

资额10.00万元）以人民币27.00万元转让给同为昌讯投资股东的梁海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价

格2.70元/股，与郭永胜取得该股权的价格一致。 2013年10月22日，郭永胜与梁海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3年10月28日，深圳市监局核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郭永胜原为国显科技人力资源总监，于2013年10月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 本次股权转让后，郭永胜不再

持有昌讯投资股份，昌讯投资股东人数减少为32名，其中，梁海元持股比例为13.00%，对应出资额52.00万元，

其余31名股东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

B、2014年4月10日，原国显科技员工戴敏离职

昌讯投资于2014年3月14日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戴敏将其所持昌讯投资2.50%的股权（对应出资

额10.00万元）以人民币27.00万元转让给梁海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价格2.70元/股，与戴敏取得

该股权的价格一致。 2014年3月14日，戴敏与梁海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4年4月10日，深圳市监局核

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戴敏原为国显科技手机屏研发中心总监，于2014年3月因个人原因离职。 本次股权转让后，戴敏不再持有

公司股份，昌讯投资股东人数减少为31名，其中，梁海元持股比例变更为15.50%，对应出资额62.00万元，其余

30名股东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

C、2014年7月17日，原国显科技员工辜传展等三人离职

昌讯投资于2014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辜传展、胡建、陈春荣（以下简称“辜传展等三

人” ）分别将所持昌讯投资2.00%、2.00%、1.25%的股权（分别对应出资额8.00万元、8.00万元、5.00万元）以人

民币21.60万元、21.60万元、13.50万元转让给梁海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价格2.70元/股，与辜传

展等三人取得该股权的价格一致。 2014年7月1日，辜传展等三人与梁海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4年7

月17日，深圳市监局核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辜传展等三人原为国显科技员工，于2014年7月因个人原因离职。 本次股权转让后，昌讯投资股东人数减

少为28名，其中，梁海元持股比例变更为20.75%，对应出资额83.00万元，其余27名股东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不

发生变化。

D、2014年7月29日，原国显科技员工刘婷离职

昌讯投资于2014年7月21日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刘婷将其所持昌讯投资1.25%的股权（对应出资

额5.00万元）以人民币13.50万元转让给梁海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价格2.70元/股，与刘婷取得

该股权的价格一致。 2014年7月24日，刘婷与梁海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4年7月29日，深圳市监局核

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刘婷原为国显科技销售经理，于2014年7月因个人原因离职。 本次股权转让后，刘婷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昌讯投资股东人数减少为27名，其中，梁海元持股比例变更为22.00%，对应出资额88.00万元，其余26名股东

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

⑤2014年12月，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

昌讯投资于2014年12月4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名称由“深圳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为“新

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变更为“360502210032367” ，住所变更为“江西省新余市劳动北路42

号” ，登记机关变更为“新余市渝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变更为“企业投资、资产管理（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企业管理、项目投资策划、会议会展服务” 。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2014年

12月10日，新余市渝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⑥昌讯投资最新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昌讯投资的股东、出资比例、在标的公司任职情况及入职时间以及与发行人关联关

系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在标的公司处

任职情况

入职

时间

与发行人其他关联

关系

1 梁海元 88.00 22.00% 总经办经理 - 欧木兰之丈夫

2 欧春梅 40.00 10.00% 证券事务代表 2012-1 欧木兰之胞妹

3 吕培荣 30.00 7.50%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013-6 无关联关系

4 顾长海 30.00 7.50% 营运副总经理 2012-11 无关联关系

5 谢茜茜 20.00 5.00% 业务助理 2013-6 无关联关系

6 梁宇东 20.00 5.00% 总经理助理 2012-2 无关联关系

7 李仲儒 15.00 3.75% 数码研发部经理、总监 2009-5 无关联关系

8 蒋春霖 10.00 2.50% 品质中心副总监 2010-7 无关联关系

9 李赟 10.00 2.50% 背光事业部总监 2012-6 无关联关系

10 万宏明 10.00 2.50% 财务部经理 2013-5 无关联关系

11 曾笑影 10.00 2.50% 科技发展部经理 2006-11 无关联关系

12 黄树红 10.00 2.50% 总经理助理 2011-4 无关联关系

13 束礼兵 10.00 2.50% 科技发展部经理 2013-3 无关联关系

14 冯翠 10.00 2.50% 制造部副总监 2012-4 无关联关系

15 邱子航 10.00 2.50% 手机销售总监 2010-9 无关联关系

16 陈志钢 10.00 2.50%

触摸屏研发中心

研发总监

2013-2 无关联关系

17 周松泉 10.00 2.50% 行政中心经理 2012-7 无关联关系

18 解应斌 10.00 2.50% 工程中心副总监 2010-8 无关联关系

19 周艳 10.00 2.50% 财务经理 2008-6 无关联关系

20 景小磊 8.00 2.00% 销售副总监 2010-11 无关联关系

21 谭雪亮 5.00 1.25% 白色家电产品经理 2011-11 无关联关系

22 徐敏 5.00 1.25% 市场部经理 2012-11 无关联关系

23 张波 5.00 1.25% 项目经理 2012-9 无关联关系

24 欧阳华标 5.00 1.25% 白色家电硬件经理 2011-12 无关联关系

25 汪娟 3.00 0.75% 销售经理 2009-8 无关联关系

26 杨叶 3.00 0.75% 销售经理 2010-4 无关联关系

27 龚海燕 3.00 0.75% 销售经理 2010-7 无关联关系

合 计 400.00 100.00% - - -

（3）昌讯投资历史沿革中构成股份支付的股权转让行为及会计处理

①构成股份支付的股权转让行为

A、持股平台的设立与股权激励的实施

为激励核心员工、留住人才，国显科技实际控制人欧木兰及其配偶梁海元决定成立持股平台公司昌讯投

资，作为对员工股权激励的平台。

昌讯投资于2012年4月由梁海元及欧春梅出资设立， 注册资本10万元， 梁海元持股90%， 欧春梅持股

10%。 昌讯投资于2012年7月通过受让方式，自彼时国显科技直接股东梁海元取得国显有限（系“国显科技”

前身）400万元出资额。 国显有限此次股权转让系发生于梁海元本人与梁海元控制的昌讯投资之间，梁海元、

欧春梅与欧木兰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因此本次转让不构成国显有限的股权激励行为。

2013年6月20日，昌讯投资完成增资，注册资本增加至400万元，与其在国显有限享有的出资额（400万

元）一致，且此后昌讯投资未再进行其他增资，昌讯投资所持有的国显有限出资额亦保持400万元不变，直至

国显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即“国显科技” ）。鉴于昌讯投资仅作为持股平台，并无其他实际经营，因

此可认为昌讯投资自身每一股出资额所享有的股东权益， 与其持有的国显有限出资额中每一股的股东权益

是一致的。 也即，昌讯投资的股东通过持有昌讯投资的股份，穿透享有国显有限的股东权益，且1股昌讯投资

股份与1股国显有限股份代表的国显有限股东权益是一致的。

2013年6月26日， 梁海元将所持318.00万元昌讯投资股份转让予国显科技31名骨干员工， 转让价格为

2.70元/股。 该次股权转让构成对国显科技员工的股权激励。

B、因员工离职导致激励股份数量的修正

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间，国显有限相继有郭永胜、戴敏2名员工离职。 离职时，郭永胜、戴敏分别将所

持昌讯投资出资额各10万元以2.70元/股的价格转让予梁海元，转让价格与郭永胜、戴敏初始取得昌讯投资股

份的价格一致。

鉴于郭永胜、戴敏离职时自股权激励实施之日不足一年，且离职时郭永胜、戴敏均将所持昌讯投资股份按

初始取得价格转让予梁海元，离职后，郭永胜、戴敏不享有昌讯投资任何股东权益，因此，认为郭永胜、戴敏曾

持有的昌讯投资股份并不属于股份激励。

C、未予冲回的激励股份

2014年7月，国显有限相继有辜传展、胡建、陈春荣、刘婷等4名员工离职。 离职时，辜传展、胡建、陈春荣、

刘婷四人分别将所持昌讯投资出资额8.00、8.00、5.00、5.00万元以2.70元/股的价格转让予梁海元，转让价格与

此四人初始取得昌讯投资股份的价格一致。

虽然辜传展、胡建、陈春荣、刘婷离职时将所持昌讯投资的全部股东权益转让予梁海元，且离职后此4人

不享有昌讯投资任何股东权益，但鉴于此4人离职时距股权激励实施之日已逾一年，因此，不因辜传展、胡建、

陈春荣、刘婷4人离职而对股权激励股份数进行调整。 ②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A、股份支付公允价格的确定

2013年9月，深创投等7名机构投资者以9.52元/股的价格对国显有限增资。 比照机构投资者的增资价格，

国显有限以9.52元/股作为员工股权激励股份的公允价格。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

国显有限对9.52元/股与激励对象为取得昌讯投资股份而支付对价2.70元/股之差额6.82元/股确认为资本公

积。

B、股份支付数量的确定

国显有限对股权激励的股份数量确认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时间 激励对象及变更情况 激励数量变动 激励数量

2013年6月26日 授予：吕培荣等31人 +318.00 318.00

2013年10月28日 减少：郭永胜1人 -10.00 308.00

2014年4月10日 减少：戴敏1人 -10.00 298.00

2014年7月17日 减少：辜传展、胡建、陈春荣3人 不作调整 298.00

2014年7月29日 减少：刘婷1人 不作调整 298.00

最终确认的股份激励数量 298.00

如上表所示，国显有限最终确认的激励数量为298.00万股。 按照激励股份公允价格与激励对象取得对价

之差额6.82元/股，国显有限确认2013年管理费用2,032.36万元，资本公积2,032.36万元。

（4）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①昌讯投资的股权结构

②昌讯投资持股5%以上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梁海元，男，1963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5010219630613****，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年11月至

2012年7月任国显科技监事，2012年卸任国显科技监事后，转任国显科技总经办经理。梁海元先生系国显科技

实际控制人欧木兰女士之丈夫。

欧春梅，女，1977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5010419770301****，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欧春梅女士于

2008年至2012年就职于深圳市南山区缘福斋经络保健中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至今就职于国显

科技，任证券事务代表。 欧春梅女士系国显科技实际控制人欧木兰女士之胞妹。

吕培荣，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5078419810923****，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吕培荣先生于

2004年7月至2013年5月间就职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2013年6月至

今就职于国显科技，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顾长海，男，1963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21062319631204****，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顾长海先生于

1993年至1995年就职于东莞市东聚电业有限公司，任生产课长；1996年至1999年，供职于贝尔电子（深圳）

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2000年至2012年6月，供职于深圳市天正达电子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2年11月

至今，供职于国显科技，任副总经理。

梁宇东，女，1966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4010519661031****，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梁宇东女士于

2000年6月至2012年2月就职于深圳市德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管理中心总经理、外销事业部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监事会主席等职位；2012年2月至今就职于国显科技，任总经理助理。

谢茜茜，女，1987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6220119870721****，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谢茜茜女士于

2010年5月起任职于深圳市科冠百旺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门；2013年6月至今就职于国显科技，任业务助理。

（5）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持有国显科技6.80%的股权外，昌讯投资无其他对外投资。

（6）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昌讯投资系为国显科技骨干员工持有国显科技股权而设立的持股公司，自设立至今无实际经营。

（7）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04.08 476.89

负债总额 4.01 4.85

所有者权益 400.07 4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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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72.02

净利润 0.03 72.02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情况

昌讯投资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或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

2、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泽望

注册资本 420,224.95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1层B区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1层B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269709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税登字440300715226118

成立时间 1999年8月25日

邮政编码 518048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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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

深创投成立于1999年8月25日，注册资本为420,224.952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和主要经营地均为深圳市

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1层B区，法定代表人为倪泽望，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

（2）历史沿革

①1999年8月，设立

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身）由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八家法

人组织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70,000.00万元。 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

1999年8月24日出具深华资验字[1999]第243号《验资报告》。 公司实收资本70,000.00万元。

1999年8月25日， 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取得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

4403011030282。

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出资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50,000.00 71.43%

2 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 5,000.00 7.14%

3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5.00%

4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4.29%

5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4.29%

6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4.29%

7 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2.86%

8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0.71%

合 计 70,000.00 100.00%

②2001年8月，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01年7月25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关于深创投增资扩股的决议，同意将

注册资本由70,000.00万元增加至160,000.00万元，其中：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追加投资33,000.00万元，深

圳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追加投资29,000.00万元，其余280,000.00万元由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等六家新进

公司认缴。

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缴纳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于2001年8月1日出具深华（2001）验字第105号《验资报告》，公司注册资本160,000.00万元，实收资本127,

000.00万元。

2001年8月3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完成了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此次增资完成后的股东

出资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83,000.00 51.88%

2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32,000.00 20.00%

3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5,238.00 3.27%

4 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3.13%

5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3.13%

6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3.13%

7 鑫隆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3.13%

8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3.13%

9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350.00 2.72%

10 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150.00 2.59%

11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88%

12 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62.00 1.73%

13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0.31%

合 计 160,000.00 100.00%

③2009年11月，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2009年4月17日，深创投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股东以货币形式增资

40,000.00万元，增资价格为1.4925元/股，共增加注册资本26,800.00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 并于2009年11月16日出具天职深核

字 [2009]364号 《验资报告》。 此次增资后，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86,800.00万元， 实收资本变更为186,

800.00万元。

2009年11月30日， 深创投完成了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增资完成后的股东出资及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0,525.75 37.75%

2 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847.50 18.65%

3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000.00 17.13%

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187.50 4.92%

5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8,284.00 4.43%

6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6,115.37 3.27%

7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5,837.50 3.13%

8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5,837.50 3.13%

9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78.63 2.72%

10 瀚华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2.68%

11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3,502.50 1.88%

1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583.75 0.31%

合 计 186,800.00 100.00%

④2010年6月，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0年6月10日，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创新投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有关问题的批

复》（深国资局[2010]130号），同意由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七匹

狼集团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作为深创投的战略投资者。

2010年6月18日，深创投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引进三家投资人增资扩股的决议，同意以深创

投融资前估值44.18亿元为基础，引进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七匹

狼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机构作为本次增资扩股的战略投资者。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并于2010年6月22日出具天职深核字

[2010]442号《验资报告》。此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50,133.90万元，实收资本变更为250,133.90万

元。

2010年6月25日，深创投完成了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此次增资完成后的股东出资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70,525.75 28.20%

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167.50 16.06%

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847.50 13.93%

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000.00 12.79%

5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11,583.20 4.63%

6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1,583.20 4.63%

7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187.50 3.67%

8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8,284.00 3.31%

9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6,115.37 2.44%

10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5,837.50 2.33%

1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5,837.50 2.33%

1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78.63 2.03%

13 瀚华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2.00%

14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3,502.50 1.40%

1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583.75 0.23%

合 计 250,133.90 100.00%

⑤2012年9月，第四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2年5月25日，深创投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决定以2011年末

注册资本250,133.9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10元注册资本进行未分配利润转送2元注册资本，未分配利润合计

转送50,026.78万元注册资本。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 并于2012年7月16日出具天职深QJ

[2012]T4号《验资报告》。 此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50,187.46万元，实收资本变更为350,187.46万

元。

2012年9月25日，深创投完成了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此次增资完成后的股东出资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8,736.05 28.20%

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901.18 17.39%

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786.50 13.93%

4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44,800.00 12.79%

5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16,216.48 4.63%

6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6,216.48 4.63%

7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862.50 3.67%

8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11,597.60 3.31%

9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8,561.52 2.44%

10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8,172.50 2.33%

1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8,172.50 2.33%

1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43.41 2.70%

13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4,903.50 1.40%

1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817.25 0.23%

合 计 350,187.46 100.00%

⑥2014年8月，第五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4年5月20日，深创投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决定以未分配利润

转增注册资本35,018.746万元，并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35,018.746万元，合计增加注册资本70,037.492

万元。 此次增资后，深创投注册资本变更为420,224.952万元，实收资本变更为420,224.952万元。

2014年8月28日，深创投完成了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此次增资完成后的股东出资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8,483.26 28.20%

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3,081.41 17.39%

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543.80 13.93%

4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53,760.00 12.79%

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139.09 5.03%

6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19,459.78 4.63%

7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9,459.78 4.63%

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5,435.00 3.67%

9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13,917.12 3.31%

10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10,273.82 2.44%

11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9,807.00 2.33%

12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5,884.20 1.40%

1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980.70 0.23%

合 计 420,224.952 100.00%

（3）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①深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②持有深创投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A、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

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深发[2009]9号）设立的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B、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浦东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科技

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经批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

券简称“大众公用” ，证券代码600635。 公司注册资本164,486.98万元，注册号：310000000008037，经营范

围：实业投资，国内商业（除专项审批规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附设分支机构（涉及许可

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大股东为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杨国平。

C、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7年6月2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25,000.00万元， 注册号：

440301103481558，法定代表人为陈志升，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对投资及其相关

的资产提供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D、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4年4月2日，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注册号：

440301104252501，法定代表人为黄楚龙，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

资兴办实业（不含限制项目）；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从事房地产的开发、经营；开办经营龙岗星河

时代商场、宝安星河盛世商场。

E、深圳市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6月成立，1993年9月3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

称“深证能源” ，证券代码000027。注册资本396,449.16万元，注册号：440301103073440，法定代表人为高自

民，经营范围：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生产、购销；投资和经营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的高科技产业；投

资和经营与能源相关的原材料的开发和运输、港口、码头和仓储工业等；经营和进出口本公司能源项目所需

的成套设备、配套设备、机具和交通工具等；投资和经营与能源相配套的地产、房产业和租赁等产业；各种能源

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管理和经营，以及与能源工程相关的人员培训、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务；环保技术开

发、转让和服务；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信息系统

运营维护，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的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耗材、办公设备的销售与租赁；能提

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其他业务。

（4）持有其他公司股权（50%及以上）的情况

序号

所属证监会行业

（二级子行业）

被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控股关系

1 商务服务业 创新资本（香港）有限公司 100 控股

2 商务服务业 安徽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3 商务服务业 江苏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4 商务服务业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5 商务服务业 昆山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6 商务服务业 宝鸡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7 商务服务业 东莞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8 商务服务业 惠州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9 商务服务业 常州红土高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10 商务服务业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11 商务服务业 贵州红土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12 商务服务业 罗湖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13 商务服务业 烟台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控股

14 商务服务业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99.7 控股

15 商务服务业 深圳市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9 控股

16 商务服务业 深圳市创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98.8 控股

17 商务服务业 云南红土创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0 控股

18 商务服务业 深圳市红土信息创投管理有限公司 88 控股

19 商务服务业 包头红土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8 控股

20 商务服务业 成都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 控股

21 商务服务业 武汉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 控股

22 商务服务业 西安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 控股

23 商务服务业 武汉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 控股

24 商务服务业 南通红土伟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 控股

25 商务服务业 北京红土嘉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8 控股

26 商务服务业 陕西航天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 控股

27 管理顾问 深圳市创新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70 控股

28 商务服务业 上海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 控股

29 商务服务业 上海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 控股

30 商务服务业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 控股

31 商务服务业 安徽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5 控股

32 商务服务业 大连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 控股

33 商务服务业 杭州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 控股

34 商务服务业 辽宁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94 控股

35 商务服务业 深圳市福田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 控股

36 商务服务业 成都红土银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2 控股

37 商务服务业 天津海泰红土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1.13 控股

38 商务服务业 延安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1 控股

39 商务服务业 北京智美红土文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97 控股

40 商务服务业 深圳中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合营

41 商务服务业 合肥世纪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0 合营

42 商务服务业 武汉鑫桥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0 合营

43 商务服务业 西安经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0 合营

44 商务服务业 重庆西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0 合营

45 商务服务业 成都工投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 合营

46 商务服务业 黑龙江红土科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 合营

47 商务服务业 中新基金B 50 合营

48 商务服务业 西安西旅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合营

49 商务服务业 CIVC�INVESTMENT�LTD.（中以基金） 50 合营

50 商务服务业

CIVC�MANAGEMENT�LTD.（中以基金管

理）

50 合营

51 商务服务业 北京红土嘉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合营

5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05 控股

（5）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深创投成立于1999年8月，为国内较早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 截至目前，深创投已累计投资初创

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各类公司500余家，投资项目涉及TMT、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与健康、新材料/化工、

新能源/节能环保、环保、消费品/现代服务等领域，投资总额逾140亿元人民币，已经成功发行上市的企业101

家，其中国内63家，台湾1家，香港15家，美国14家，澳大利亚2家，德国2家，新加坡1家，韩国1家，加拿大1家，法

国1家，涉及中国上海、深圳主板、深圳中小板、深圳创业板、香港主板及创业板、美国纽交所、纳斯达克、

OTCBB、韩国KOSDAQ、澳大利亚证交所、德国证交所、泛欧巴黎证交所、加拿大证交所、新加坡证交所、台湾

兴柜市场等17个证券市场。

（6）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99,422.27 1,283,422.04

负债总额 468,085.03 422,050.25

所有者权益 931,337.24 861,371.79

项 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39,668.96 38,609.77

营业成本 11,563.42 10,030.61

营业利润 135,856.55 105,090.50

净利润 106,489.60 90,379.80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情况

深创投已进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基金名称、基金管理人均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即深创投

自身，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0284。

3、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楚龙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2101-2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2101-2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号 440301104278815

税务登记证号

深地税字440300693981445号

深国税登字440300693981445号

成立时间 2009年9月18日

邮政编码 518048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

星河投资由曾俊荣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深圳正理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09年9月9日出具深正验字（2009）第014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2年9月2日止，星河投资已

收到股东曾俊荣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0.00万元。

2009年9月18日，星河投资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4278815。

星河投资成立时的股东、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曾俊荣 1,000.00 100%

合 计 1,000.00 100%

②第一次变更股东2010年1月6日，星河投资股东曾军荣先生决定将所星河投资100%股权（1,000.00万

元出资额）转让予自然人黄楚龙。 2010年1月7日，曾俊荣（作为股权出让方）与黄楚龙（作为股权受让方）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1,000万元。

此次变更股东后，星河投资股东、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黄楚龙 1,000.00 100%

合 计 1,000.00 100%

（3）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①星河投资的股权结构

②星河投资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星河投资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黄楚龙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黄楚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59123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尾东村66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2101-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4）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序号

所属证监会行业

（二级子行业）

被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控股

关系

1 商务服务业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50 参股

2 商务服务业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00 参股

3 其他金融业 深圳市金瑞格投资基金公司 21.54 参股

4 商务服务业 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 参股

5 商务服务业 深圳太空科技有限公司 12.00 参股

（5）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星河投资的主营业务为投资兴办实业。

（6）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3,195.52 85,743.93

负债总额 91,951.82 84,447.02

所有者权益 1,243.70 1,2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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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1 35.84

净利润 -53.21 35.84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7）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情况

星河投资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或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

4、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靳海涛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总部经济区科学大道237号

910房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总部经济区科学大道237号

910房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000000097890

税务登记证号 粤地税字440116592171128号

成立时间 2012年3月27日

邮政编码 510670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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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情况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深创投、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广

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广

东金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靳海涛任公

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股东出资进行了审验， 并于2012年3月26日出具粤诚验字[2012]

022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2年3月26日止，广东红土已收到股东以货币方式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20,000.00万元。

2012年3月27日，广东红土取得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000097890。

广东红土设立时的股东、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 7,000.00 7.00%

2 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 6,000.00 6.00%

3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1,400.00 1.40%

4 广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1,400.00 1.40%

5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6.00% 1,200.00 1.20%

6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 1,000.00 1.00%

7 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4.00% 800.00 0.80%

8 广东金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00% 600.00 0.60%

9 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3.00% 600.00 0.60%

合 计 100,000.00 100% 20,000.00 20.00%

②第一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2年11月14日，广东红土召开2012年第二次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缴纳第二期出资，公司实收资

本由20,000.00万元调整为40,000.00万元。 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增加实收资本事项进

行了审验，并于2013年2月22日出具了粤诚验字[2012]099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3年2月21日止，广东红土

已收到股东以货币缴纳的第二期出资20,000.00万元。

本次增加实收资本后，广东红土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 14,000.00 14.00%

2 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 12,000.00 12.00%

3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2,800.00 2.80%

4 广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2,800.00 2.80%

5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6.00% 2,400.00 2.40%

6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 2,000.00 2.00%

7 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4.00% 1,600.00 1.60%

8 广东金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00% 1,200.00 1.20%

9 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3.00% 1,200.00 1.20%

合 计 100,000.00 100% 40,000.00 40.00%

③变更股东名称

2013年9月25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广东红土股东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名

为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5日，广东红土召开2014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

上述股东更名事项，并对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上述变更后，广东红土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 14,000.00 14.00%

2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 12,000.00 12.00%

3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2,800.00 2.80%

4 广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2,800.00 2.80%

5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6.00% 2,400.00 2.40%

6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 2,000.00 2.00%

7 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4.00% 1,600.00 1.60%

8 广东金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00% 1,200.00 1.20%

9 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3.00% 1,200.00 1.20%

合 计 100,000.00 100% 40,000.00 40.00%

④第一次股东变更，第二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4年12月22日， 广东红土召开股东会，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公司5,

000.00万元注册资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已实缴2,000.00万元）转让给厦门市汇元亨通投资有限公司，

剩余3,000.00万元由厦门市汇元亨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同意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将公司2,

400.00万元注册资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4%，尚未实缴）转让给七匹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七匹狼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同意广东金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3,000.00万元注册资本（占公司注册资

本的3%，已实缴1,200.00万元）转让给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剩余1,800万元由七匹狼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同意公司进行第三期出资，出资金额20,000.00万元。 2015年1月2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准了前述变更登记。

上述变更后，广东红土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 21,000.00 21.00%

2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 18,000.00 18.00%

3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4,200.00 4.20%

4 广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0% 4,200.00 4.20%

5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6.00% 3,600.00 3.60%

6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 5.40% 2,600.00 2.60%

7 厦门市汇元亨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5.00% 3,000.00 3.00%

8 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3.00% 1,800.00 1.80%

9 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 1.60% 1,600.00 1.60%

合 计 100,000.00 100% 60,000.00 60.00%

（3）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①广东红土的股权结构

②持有广东红土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A、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见本报告书本章“二、（二）本次法人交易对方的详细情况” 之“2、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B、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0年9月21日， 注册资本180,000.00万元， 注册号：

440000000098903，法定代表人为：徐永胜，经营范围：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资产受托管理；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投

资、融资等资本运作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与期货）；风险投资人才培训。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系广

东省人民政府之全资下属企业。

C、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参见本报告书本章“二、（二）本次法人交易对方的详细情况” 之“3、深圳

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

D、 广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7年 11月 6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注册号 ：

441200000005564，法定代表人为陈国宝，经营范围：对房地产、教育、服务业、旅游业、工业的投资及策划；企

业管理咨询，商品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

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未取得许可证不得经营）；物业租赁及物业管

理。

E、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6日，注册资本3,000.00万元，注册号：440126000154077，

法定代表人张锦锡，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场地

租赁（不含仓储）；黄金制品零售；投资咨询服务；广告业；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

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黄金制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技

术进出口；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F、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0年2月25日， 注册资本140,000.00万元， 注册号：

350000100025779，法定代表人为陈鹏英，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不从事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或

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日用百货、工艺礼品、文体用品、电脑软硬件及配件、包

装材料、办公用品销售；技术服务；咨询服务。

G、 厦门市汇元亨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6月10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注册号

350203200456821，法定代表人为马萍萍，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其他企业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

（4）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序号

所属证监会行业

（二级子行业）

被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控股

关系

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广州远信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56 参股

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0 参股

3 家具制造业 深圳市拓奇实业有限公司 8.40 参股

4 电子 深圳市海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94 参股

5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

深圳有为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5.13 参股

6 声像业 广州易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52 参股

7 计算机应用服务 广州掌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00 参股

8 食品、饮料、烟草零售业 广州市和兴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7.02 参股

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广州世荣电子有限公司 10.25 参股

1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广州越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37 参股

（5）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广东红土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业务。

（6）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1,680.52 39,496.06

负债总额 35.87 74.16

所有者权益 41,644.65 39,421.90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成本 410.00 410.00

营业利润 -29.61 -139.53

净利润 22.75 -133.44

注： 以上数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番禺分所审计 （广会审字 [2015]

P15002750016号）

（7）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情况

广东红土已进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基金名称为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即广东红土自身；基金管

理人名称为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07124。

5、深圳市龙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龙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熹煌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三号厂房B401-F07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三号厂房B401-F0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307103419072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440300676693281

成立时间 2008年6月12日

邮政编码 518172

经营范围

投资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 投资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高新技术信息咨询中介服务、投资咨询（以上不含国家禁止、限制项

目）。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情况

龙岗创投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其中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500.00万元、深

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出资3,500.00万元。 谢熹

煌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深圳宝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股东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2008年6月5日

出具深宝龙会验字[2008]第66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08年6月5日止，龙岗创投已收到股东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首次缴

纳的注册资本合计2,000.00万元。

2008年6月12日，龙岗创投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7103419072。 龙

岗创投成立时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 35.00% 700.00 7.00%

2 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500 35.00% 700.00 7.00%

3 深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3,000 30.00% 600.00 6.00%

合 计 10,000.00 100% 2,000.00 20.00%

②第一次增加实收资本

2009年11月9日，龙岗创投召开股东会，同意将第二期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于2010年3月26日前缴付。

深圳中正华道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增加实收资本事项，并于2010年3月26日出具了中正华道验字[2010]

052号验资报告。

本次增加实收资本后，龙岗创投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 35.00% 2,100.00 21.00%

2 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500 35.00% 2,100.00 21.00%

3 深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3,000 30.00% 1,800.00 18.00%

合 计 10,000.00 100% 6,000.00 60.00%

③第二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1年4月12日，龙岗创投召开2011年第一次股东会，同意将第三期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于2011年5

月23日前缴付。 深圳中正华道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增加实收资本事项，并于2011年5月24日出具了中正

华道验字[2011]第098号验资报告。

本次增加实收资本后，龙岗创投已足额缴纳全部注册资本，龙岗创投之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 35.00% 3,500 35.00%

2 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500 35.00% 3,500 35.00%

3 深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3,000 30.00% 3,000 30.00%

合 计 10,000.00 100% 10,000.00 100%

④第一次变更股东

2013年6月4日，深圳市龙岗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划转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下属企业股权的批复》（深龙国资复[2013]27号），同意深圳市龙岗区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龙岗创投35.00%股权无偿划转至深圳市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9日，龙岗创投作

出变更股东的决定，并就上述变更事项制定新章程。

本次股权划转后，龙岗创投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 35.00%

2 深圳市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3,500 35.00%

3 深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3,000 30.00%

合 计 10,000.00 100%

（3）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①龙岗创投的股权结构

②龙岗创投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A、深圳市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6日，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注册

号：440307107734091，法定代表人为谢熹煌，经营范围：对外贸易商务服务，产业地产开发与服务，对外投

资，电子商务，文化产业投资服务；物业管理。 深圳市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系深圳市龙岗区人民

政府下属全资企业。

B、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见本报告书本章“二、本次交易对方的详细情况” 之“（二）本次法

人交易对方的详细情况”之“2、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C、 深圳市泛亚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8年3月21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注册号：

440307103237837，法定代表人为CHEUNG� TSUI� LING，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物业管理（取得资质证

书方可经营）；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以上不含禁止、限制项目）。

（4）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

序号

所属证监会行业

（二级子行业）

被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控股

关系

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9.45% 参股

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深圳雅昌管业有限公司 10.34% 参股

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深圳高远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1.31% 参股

（5）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龙岗创投已累计投资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各类项目公司8家，投资项目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日用化工、

新材料/化工、移动互联网、医疗器械等行业和领域，已经成功发行上市的企业1家。

（6）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608.92 13,111.44

负债总额 1,480.49 2,909,96

所有者权益 10,128.42 10,201.48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成本 150.00 200.00

营业利润 -67.47 -54.35

净利润 -67.47 -37.6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情况

龙岗创投已进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基金名称为深圳市龙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即龙岗创投自身；基金

管理人名称为深圳市龙岗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9263。

6、深圳市一德兴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一德兴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木雄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三号厂房B401之6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三号厂房B401之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307106373369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440300599058056

成立时间 2012年7月4日

邮政编码 518172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股权投资、期权投资、资

产管理计划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保险产品投资（不含金融、证券、保险

等业务）、基金份额及投资合同约定的其它投资标的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高新技术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保险、银行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限制的项目）；投资高新技术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代理其它创业

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 （以上不含国家禁止、限制项目）。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情况

一德兴业由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一德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其中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资6,000.00万元、深圳市一德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5,250.00万元、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750.00万元。 谢熹煌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 深圳永信瑞和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2012年6月14日出具深永信会验字[2012]第102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2年6月12日止，一德兴业已收到股东以货币方式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3,

000.00万元。

2012年7月4日，一德兴业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7106373369。一德

兴业成立时的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6,000.00 40.00% 1,200.00 8.00%

2 深圳一德集团有限公司 5,250.00 35.00% 1,050.00 7.00%

3 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 3,750.00 25.00% 750.00 5.00%

合 计 15,000.00 100% 3,000.00 20.00%

②第一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3年10月18日，一德兴业完成了第二期注册资本1,200.00万元的缴纳，其中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出资480.00万元、深圳市一德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20.00万元、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00.00万

元。 深圳正一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增加实收资本事项，并出具了深正一验字[2013]018号验资报告。 本次

增加实收资本后，一德兴业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6,000.00 40.00% 1,680.00 11.20%

2 深圳一德集团有限公司 5,250.00 35.00% 1,470.00 9.80%

3 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 3,750.0 25.00% 1,050.00 7.00%

合 计 15,000.00 100% 4,200.00 28.00%

③第二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4年8月1日，一德兴业完成了第三期注册资本1,300.00万元的缴纳，其中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出资520.00万元、深圳市一德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55.00万元、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25.00万元。

深圳正一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本次增加实收资本事项，并出具了深正一验字[2014]016号验资报告。本次增加

实收资本后，一德兴业的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

比例

1 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6,000.00 40.00% 2,200.00 14.67%

2 深圳一德集团有限公司 5,250.00 35.00% 1,925.00 12.83%

3 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 3,750.0 25.00% 1,375.00 9.17%

合 计 15,000.00 100% 5,500.00 36.67%

④变更法定代表人

2014年10月23日，一德兴业召开股东会及董事会，选举林木雄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4年11月6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项。

⑤第三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4年12月8日，一德兴业完成了第四期注册资本4,500.00万元的缴纳，其中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出资1,800.00万元、深圳市一德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575.00万元、深圳市德恒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

（下转A47版）

（上接A4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