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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0                     证券简称：文一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29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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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文一科技收购睿甬海宿持有的三佳山田 18.33%股权以及

收购三佳集团实际持有的三佳山田 25%的股权。 

●文一科技收购睿甬海宿所持有的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收购三佳集团实

际所持有的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文一科技收购睿甬海宿所持有的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2,546 万

元；收购三佳集团实际所持有的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2,142.3775 万元。 

●上述两项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上述两项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收购三佳集团实际所持有的股权的

交易因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有关事项说明：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

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根据与三佳集团签订的收购

协议的有关规定，我公司要监督三佳山田至股权转让之日起 10 年届满之日，立

即更换三佳山田名称及其有关商标，并同时停止使用三佳山田现公司名称和商

标中“山田”、“YAMADA”和 “Y 图形”等。若我公司监督缺失，三佳集团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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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使监督权。若因我公司怠于行使监督权，造成三佳集团经济损失的，三佳

集团有权向我公司追偿。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铜陵三佳山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山田”）系我公司控股子

公司，其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股东一、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三佳

山田总股本的 48.33％（出资额：5800 万人民币）；股东二、铜陵三佳建西精密

工业有限公司（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占三佳山田总股本的 8.33％（出资额：

1000 万人民币），我公司合计持有三佳山田 56.66%的股权；股东三、日本山田

尖端科技株式会社，占三佳山田总股本的 25％（出资额：3000 万人民币）；股

东四、睿甬海宿（宁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甬海宿”），

占三佳山田总股本的 18.33％（出资额：2200 万人民币）。日本山田尖端科技株

式会社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将其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全部转让给铜陵市三佳

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我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三佳集团”），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2,142.3775 万元。双方经多轮协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5 日正式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中，至此三佳集团已实际持

有三佳山田 25%的股权。 

2020 年 8 月份三佳山田经营期限届满，三佳山田系我公司重要的控股子公

司，为了更好的持续经营三佳山田，我公司决定收购睿甬海宿持有的三佳山田

18.33%股权以及三佳集团实际持有的三佳山田 25%的股权。交易的基本情况如

下： 

1、关于收购睿甬海宿持有的三佳山田 18.33%股权： 

（1）标的名称：睿甬海宿持有的三佳山田18.33%的全部股权。 

（2）收购方：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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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方：睿甬海宿（宁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定价基准：以经审计的三佳山田2022年6月30日所有者权益为定价基

准，交易价格不高于该定价基准日对应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值。 

（5）标的审计结果：以2022年6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三佳山田经审计的

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14,446.61万元。 

（6）交易价格：以2022年6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睿甬海宿持有的三佳山

田18.33%的全部股权所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值约为2,648.06万元。经双方协商一

致，确定该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546万元。 

（7）转让款支付：收购方于协议正式签署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

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8）协议签署日期：2022年8月8日。 

（9）收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2、关于收购三佳集团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暨关联交易情况： 

（1）标的名称：三佳集团实际持有的三佳山田 25%的全部股权。 

（2）转让方：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我公司控股股东。 

（3）收购方：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定价基准：以经审计的三佳山田 2022 年 6月 30 日所有者权益为定价

基准，交易价格不高于该定价基准日对应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值。 

（5）标的审计结果：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三佳山田经审计

的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14,446.61万元。 

（6）交易价格：以 2022年 6 月 30日为审计基准日，三佳集团实际持有的

三佳山田 25%的全部股权所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值约为 3,611.65 万元。经双方协

商一致，确定该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142.3775 万元，与三佳集团收购日本

山田尖端科技株式会社所持该股权的转让价格一致，不溢价，且低于定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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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佳山田 25%的全部股权所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值。 

（7）转让款支付：收购方于转让协议生效后30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转

让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8）协议签署日期：2022年8月8日。 

（9）收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10）我公司通过三佳集团收购三佳山田25%股权的原因说明 

2020 年 8 月份三佳山田经营期限届满，外资股东日本山田尖端科技株式会

社拟将其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进行转让，因相关谈判涉及资产包规模较大，

三佳集团一直在与日方谈判相关具体事宜。经过近两年的谈判，日方已就具体

条款等履行完其内部决策程序，若改由我公司直接收购该部分股权，对于日方

而言，则涉及交易对手方的变更，日方需要再履行内部决策程序，这将不利于

落实股权转让事宜，也不利于尽快解决三佳山田经营期限事项。因此，我公司

与三佳集团协商，最终决定先由三佳集团收购日方所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

然后再由我公司收购三佳集团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以尽快解决三佳山田股

权转让事宜。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三佳山田系我公司重要的控股子公司，其营业收入占我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较大，对我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业绩向好，对我公司业绩起

到重要的支撑作用。2020 年 8 月份三佳山田经营期限届满，其他合资方有意退

出。收购三佳山田全部股权，也有利于增强我公司抗风险能力，因此我公司为

了更好的持续经营好三佳山田，决定收购其他合资方所持有的全部股权。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以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1、关于收购睿甬海宿持有的三佳山田 18.33%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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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交易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关于收购三佳集团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获得通过。关联董事黄言勇先生、周文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交易价格与三佳集团收购日本山田尖端科技株式会社

所持该股权的转让价格一致，不溢价，且低于定价基准日三佳山田 25%的全部股

权所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值。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相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输送

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需履行的程序情况 

该两项交易已于2022年8月8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两项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联交易有关事项说明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我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关联人介绍 

1、关联人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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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我公司控股股东。 

2、关联人基本情况 

（1）名称：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15112000X4（1-1） 

（3）成立时间：1996 年 12月 11 日 

（4）注册地：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小区） 

（5）法定代表人：黄言勇。 

（6）注册资本：14,700万元 

（7）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和其他机电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与技术转让，出口本企业自产的交通电子产品、工装模具、塑料

封装模具等各类模具、各类铸件，进口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及零部件，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屋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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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实际控制人：周文育、罗其芳。 

（二）非关联交易对方介绍 

睿甬海宿（宁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

城镇慈湖人家 317号 1001 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睿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交易的名称为收购三佳山田股权，其类别属于购买

股权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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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属状态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经营情况 

三佳山田自 2002 年 2 月成立以来一直是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我公司对其生

产经营情况十分熟悉，其也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交易标的公司——三佳山田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一：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三佳山田总股本的 48.33％； 

股东二：铜陵三佳建西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占三佳

山田总股本的 8.33％，我公司合计持有三佳山田 56.66%的股权； 

股东三：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我公司控股股东），占

三佳山田总股本的 25％； 

股东四：睿甬海宿（宁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三佳山田总股本

的 18.33％。 

2、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宁 

成立时间：2002 年 2 月 11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西侧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半导体制造设备、零部件以及附属部件，半导体制造

用模具、零部件以及附属部件，引线框架模具、零部件以及附属部件，汽车零

部件。半导体设备设计及相关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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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三佳山田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一览表 

单位：元 

序号 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6月 30 日（经审计） 

1 总资产 184,599,949.54 209,662,085.52 

2 总负债 54,266,587.67 65,195,959.37 

3 所有者权益 130,333,361.87 144,466,126.15 

4 净利润 8,974,846.27 14,132,764.28 

上述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依据 

以经审计的三佳山田 2022 年 6 月 30 日所有者权益为定价基准，交易价格

不高于该定价基准日对应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值。在此前提下，我公

司与交易对手方协商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于收购睿甬海宿持有的三佳山田 18.33%股权 

1、协议主体：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睿甬海宿（宁波）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交易价格：人民币 2,546 万元 

3、支付方式与支付期限：收购方于协议正式签署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形式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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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收购三佳集团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 

1、协议主体：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交易价格：人民币 2,142.3775 万元 

3、支付方式与支付期限：收购方于转让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通过银行转账

形式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4、其他安排： 

根据与三佳集团签订的收购协议的有关规定，我公司要监督三佳山田至股

权转让之日起 10 年届满之日，立即更换三佳山田名称及其有关商标，并同时停

止使用三佳山田现公司名称和商标中“山田”、“YAMADA”和 “Y 图形”等。

若我公司监督缺失，三佳集团可自行行使监督权。若因我公司怠于行使监督权，

造成三佳集团经济损失的，三佳集团有权向我公司追偿。 

 

六、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三佳山田系我公司重要的控股子公司，目前我公司合计持有三佳山

田 56.66%的股权。上述两笔股权收购完成后，不会引起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

变化。 

（二）若上述股权收购完成，我公司将合计持有三佳山田 100%股权，三佳

集团与睿甬海宿不再持有三佳山田股权。三佳山田营业收入占我公司营业收入

比重较大，对我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业绩向好，对我公司业

绩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2020 年 8 月份三佳山田经营期限届满，其他合资方有

意退出。收购三佳山田全部股权，有利于更好的持续经营好三佳山田，有利于

增强我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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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三佳集团系我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我公司收购三佳集团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交易已经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情况：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获得通过。独立

董事全票通过，关联董事黄言勇先生、周文先生回避表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我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日常关联交易

除外）。除本次收购三佳集团持有的三佳山田 25%股权外，未发生与三佳集团其

他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截止目前与三佳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在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未发生超出授权范围外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