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8-102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子公司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年3月16日与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基金”）、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焦作新能源”）签订了《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国开基金以0.2亿
人民币对公司“年产3000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项目”进行增资。
2016年3月16日，国开基金与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
投资”）签署投资合同，2016年4月5日，中原投资与焦作新能源签署投资合同，
中原投资以资金承接方式，完成国开基金向焦作新能源投资0.6亿元，用于“年
产3亿Ah能量型动力锂离子电池组及配套项目”建设。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18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获得国开发展基金专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
以上投资事项于2017年9月6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9月15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1）
2018 年 7 月焦作新能源投资建设的“3 亿 Ah 能量型动力锂离子电池组及配
套项目”基本建成，根据《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中关于“投资回收”的约定，
国开基金要求公司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比例和价格回购国开基金持有的焦作新
能源的股权。
近日，公司以自有资金 1100 万元，回购国开基金直接持有和通过中原投资
间接持有的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二）审批程序
本次进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三）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55228485N；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用生；
注册资本：5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国家开发银行；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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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交易对方与公司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造成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3566469852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峰
注册资本：98300 万元
住所：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西部园区新园路北侧标准化厂房区
经营范围： 生产锂离子电池及原材料；生产 LED 产品，生产移动电源和储

能系统，厂房和设备租赁，技术转让，研发新能源产品；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电动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
（二）本次股权回购前后，焦作新能源股本结构如下：
股权回购前
股东名称

股权回购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71.21%

71100

72.33%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2000
20300

2.03%
20.65%

1400
20300

1.42%
20.65%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

6.10%

5500

5.6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甲方：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乙方：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项目
投资金额：甲方同意以人民币 0.2 亿元对丙方进行增资。甲方有权在上述增
资金额范围内一次性或分期缴付增资款并对应持有相应股权。
投资期限：甲方对丙方的投资期限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 10 年。
在投资期限内及投资期到期后，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行使投资回收选择权，
并要求乙方对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予以回购及/或要求丙方通过减少注册资本
（以下简称“减资”）的方式实现甲方收回对丙方的投资本金及/或要求乙方和丙
方配合甲方通过市场化方式退出丙方。
投资回收：
项目建设届满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条规定的时间、比例和价格回购
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乙方有义务按照甲方要求回购有关股权（每一次回购的股
权以下称为“标的股权”）并在本条规定的回购交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
回购价款。
乙方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权
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乙方的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

2018 年 10 月 22 日

600 万元

2

2021 年 10 月 22 日

700 万元

3

2025 年 10 月 22 日

700 万元

各方同意，每一次回购交割日转让标的股权应按照如下时间和进度操作，以
确保乙方在回购交割日之前以合法的方式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1）乙方在回购交割日前与甲方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2）乙方在回购交割日前支付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
投资收益：
甲方按照本条约定的标准和时间计算和收取投资收益。投资期限内甲方的平
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多不超过 1.2% 。
乙方和丙方承诺，甲方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
应按照 1.2%/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甲方每年的投资收益=甲方实际
投资（即甲方本次增资 0.2 亿元+甲方实际追加投资（如有）-甲方已收回的投资
本金）*投资收益率。在每个年度内甲方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该年度的投资收益
+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益。项目建设期内甲方投资收益未收取的，甲方
有权在建设期结束后，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一次性收取。
（二）投资合同变更协议
甲方: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5 日，甲方、乙方和丙方签订了投资合同，并于 2017 年 3 月 8
日签署了变更协议，现经甲方、乙方、丙方协商一致对投资合同及变更协议进行
如下变更，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投资合同变更内容

（一）投资合同第五条 5.2 款约定为：
“乙方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
权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在 2017 年 3 月 8 日签署的变更协议中将上述
约定变更为：“乙方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

标的股权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乙方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

2022 年 11 月 20 日

3000 万元

2

2026 年 3 月 16 日

3000 万元

”现将上述约定变更为：
乙方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权
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乙方的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

2018 年 10 月 20 日

500 万元

2

2020 年 11 月 20 日

1000 万元

3

2022 年 11 月 20 日

2000 万元

4

2024 年 11 月 20 日

2000 万元

5

2026 年 3 月 16 日

500 万元

第二条

合同的完整性

本协议是投资合同的变更协议，本协议生效后即构成投资合同的组成部分，
本协议未予以变更的内容按投资合同的约定执行。
第三条

争议解决

甲方、乙方、丙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无法
协商解决的，按投资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和机构办理。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
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本次交易事项与募集说明书所列示的项目无关，不存在
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股权的收购，有利于保持公司子公司的独立性，通过进一步增强对
焦作新能源的控制力度，提升公司的管理决策效率，增强子公司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收购股权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支付不会对公司造成资金支
付压力。公司本次与关联方交易合理且公允，符合公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七、备查文件
1、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2、投资合同变更协议。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