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042

股票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7-050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收购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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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标的交易价格较净资产溢价较高，且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标
的公司业绩承诺存在不能实现的风险。
2、标的公司审计和评估尚在进行中，评估具体测算过程和评估参数的选取，
可能导致最终评估值与预估值存在差异，目前暂定的价格是交易双方根据预估
值的协商结果。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上证公函【2017】2411 号《关于对南京华
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
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按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就问询
函中所列问题回复如下：
一、标的公司从事发电机组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请详细补充披
露标的公司相关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结构、核心产品及其收入分布、
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构成等。
【回复】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道康发电机组有限公司

住所

泰州市九龙台商工业园区东首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鞠永宾

成立日期

2005 年 07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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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02776872092F
制造销售柴（汽）油发电机组、柴油机、发电机及零配件、机
动电源车、高低压开关柜、降噪设备、水泵，电子产品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通讯产品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

经营范围

（不含基础、增值电信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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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道康发电机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道康”或“标的公司”）股
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1

鞠永宾

合计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5,000.00

100.00

5,000.00

货币

5,000.00

100.00

5,000.00

-

3、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和关键技术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为单机功率 3-20KW 汽油发电机组、3-3000KW 柴油发电机
组，包括：标准开架式机组、箱式机组、移动式机组、二次外循环冷却机组、自
动化机组、并联运行机组等。
2016 年和 2017 年标的公司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6 年

2017 年 1-9 月份

柴油机

19,852.25

6,172.31

汽油机

151.21

301.96

配件

70.28

45.72

合计

20,073.74

6,519.99

标的公司关键技术主要有：特殊用途电站成套设计技术、无人值守成套技术、
岛礁智能生态节能环保电站设计成套技术、风冷机组低噪音箱体结构技术、故障
自诊断-保护-语言提示系统技术、低噪音处理技术和尾气达标排放关键技术。
标的公司产品主要为发电机组及配件，部分发电机组系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
进行差异化的定制，关键技术体现在不同产品中。标的公司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
拥有 7 项发明专利授权、16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7 项产品被评为江苏省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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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品，具有全系列柴油发电机组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保障能力，擅长根据
客户要求进行定制。标的公司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20 名，其中高级职称 5 名、中
级职称 8 名，拥有区十大创新标兵、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2016 年至今，标的公司收入主要为发电机组及配件的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
通信运营商领域、央企总包基建项目配套领域、数据中心配套领域和军品领域等。
标的公司现有员工 123 人，其中：技术 20 名、管理人员 9 名、销售人员 22
名、生产及辅助人员 72 名。
二、标的公司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6,554.68 万元，
整体预估值约为 3 亿元，本次拟收购的 60%股权估值 1.8 亿元。请补充披露本
次收购的估值方法，以及大幅增值的原因和依据。
【回复】
1、本次评估估值方法选取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具体测算过程和
评估参数的选取，可能导致最终评估值与预估值存在差异）。评估机构通过对被
评估单位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状况初步分析，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
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
反映标的公司的内含价值，故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预估
结论。目前标的资产预估值是按照收益法确定的价值。
2、本次收购大幅增值的原因和依据
收购价格参照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进行协商确定，收益法是采用预期收益折现
的途径来评估企业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以会计原则计量的资产，同时也考虑了
在资产负债表中无法反映的企业所处行业因素，例如柴油发电机组在民品和军品
中应用广泛，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而该等资源对企业的贡献均体现在企业的
净现金流中，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标的公司资产负债表简要数据如下（未审数）：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流动资产

13,637.13

非流动资产

736.42

固定资产

3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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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261.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6.56

资产合计

14,373.56

流动负债

7,818.87

非流动负债

-

负债合计

7,818.87

净资产

6,554.68

截至目前，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目前仅为预估企业整
体价值，无法对各项目的增值情况进行比较。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 60%股权预估值为 1.8 亿元。各方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暂定标的资
产的交易价格为 1.8 亿元。
三、根据公告，标的公司业务与你公司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有助于形成
新的利润增长点。请结合公司现有具体的业务、产品情况，就标的公司与公司
的业务协同性作出补充说明，并进一步分析本次收购的必要性。
【回复】
1、上市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将实现双方优势资源互补，增强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上市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后，会形成一定
的协同效应，具体如下：
（1）交易双方产品具有差异性，有助于公司产品延伸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通信网络物理连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包括光通信网络设备和无线通信网络设备。公司自成立以来即立足于光纤通信产
业和无线通信产业两大领域，专注为电信运营商、电信主设备商和网络集成商提
供一流的通信网络连接、无线接入及整体智能化 ODN 解决方案。产品主要用于光
物理连接和室内分布系统，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铁塔公司和专网
的设备供应商。
标的公司专注于发电机组产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和服务，产品主要用于运
营商通信基站、中心城市机房、数据中心和应急通信场所。
上市公司在完成对标的公司的收购后，相对现有产品进行延伸，把业务覆盖
到通信基站等基础设施领域。
(2) 借助公司销售渠道优势，扩大新产品的销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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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对通信运营商的合计销售额约占公司销售总额的 80%左
右，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 1-9 月份对通信运营商销售收入分别为 6,061.50
万元和 2,727.81 万元，两家公司主要产品应用在通信领域，均作为运营商的集
采产品。上市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开拓和客户积累，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市场销
售体系和服务网络，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电信运营商及中国铁塔
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标的公司销售人员较少，销售力量相对薄弱，本次收
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可以充分借助于上市公司成熟的销售网络，扩大在通信领域
的销售规模。
2、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具有必要性
2017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关于《拟现金
收购江苏道康发电机组有限公司 60%股权且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议案，
与会董事通过对标的公司研发能力、产品优势、盈利状况、市场开拓、发展前景
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一致认为收购江苏道康可以与公司实现优势互补，扩充
新的产品线，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在充分利用公司销售渠道优势的基础上，实
现新的业绩增长点，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本次收购具有必要性。
四、根据公告，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从 1 亿元减至 5,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减资的原因，是否会对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以及估值
作价产生影响。如影响，请予以充分披露；如未影响，请说明原因和依据。
【回复】
标的公司本次减资不会对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以及估值作价产生影响。
2015 年 6 月 20 日，江苏道康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10,000 万元。
2015 年 6 月 26 日，江苏道康就本次增资事项在泰州市海陵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21202000019322）。
《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新增的 5,000 万元注册资本出资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0
日之前。
江苏道康自 2015 年 6 月 26 日将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资至 10,000 万元，
因未到出资期限，且在经营过程中 10,000 万元的注册资本对标的公司的业务洽
谈及参加招投标活动并无实质影响，为了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结构的清晰，避免上
市公司在收购标的资产后需要承担尚未缴纳 5,000 万元注册资本 60%部分的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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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鉴于此，江苏道康将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减至已实缴的 5,000 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同时本次减资系减少认缴注册资本，对标的公司
的净资产无影响，对本次评估价值没有影响。
五、根据公告，交易对方承诺标的企业 2017-2019 年度扣除非后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1,500 万元、2,500 万元和 3,500 万元。请结合标的公司既往业绩情况，
充分说明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及其相关依据。
【回复】
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9 月份业绩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 年度

2017 年 1-9 月份

9,496.69

20,073.74

6,519.99

56.44

312.34

1,749.10

注：2017 年 1-9 月份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1,373.17 万元，剔除此影响后 2017 年 1-9
月份净利润为 375.93 万元。

近三年销售净利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主要系标的公司对产品销售领域进行
结构性优化调整,重点开拓毛利率较高的产品，标的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相应上
升。
发电机组应用领域广泛，包括通信、电力和数据中心等，通过多年的生产和
服务积累，标的公司在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也拥有了一批高质量的常年
合作客户，通过对销售领域的优化调整，逐步退出一些低毛利率产品市场，客户
向毛利率较高的通信、数据中心和军品领域集中，从而导致公司毛利率呈现逐年
增长的趋势，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销售渠道，加大
在通信领域的产品开拓。
标的公司通过对 2017 年 10-12 月的产品销售情况进行初步统计，对 2017 年
度销售收入进行了预测，并结合标的公司不同产品的利润率水平对标的公司
2017-2019 年预测业绩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14,500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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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24,000

净利润

2,900

2,500

3,500

注：2017 年度预计实现净利润 2,9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373.17 万元（主要为
标的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预计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526.83 万
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在产品销售领域、资金成本、议价能力等方面较
以前有一定的提升，且本次交易作价是在收益法的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盈利预测综合考虑了标的公司对通信、军品市场的深入了解、对客户需求的合理
分析、研发能力的提升和与上市公司产生协同效应等因素，对 2017 年、2018 年
和 2019 年业绩情况作出了合理的预计，本次业绩承诺具有可实现性。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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