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公告编号：2019-023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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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或“公司”
）收
到上海亦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宏投资”）的书面通知，鉴于双方
对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的管理模式等主要条款无法达成一致，亦宏投资决定终止
受让公司持有的上海联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暄电子”）51%股权，
公司经审慎讨论与协商，同意终止转让联暄电子51%股权。
 公司原计划待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全额归还对联暄电子的
9,454.90万元其他应付款；在全额收到5,100万元转让款后再行办理相关股权转
让过户手续。但目前，公司已决定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
于对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30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本次公司就《问询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逐项核实和回复，具体
回复说明如下：
一、公告披露，联暄电子于 2014 年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联暄
电子主要财务数据显示，2017 年经审计净利润为-2,938.87 万元，未实际开展
业务却发生大额亏损。请公司补充披露:（1）联暄电子 2014-2018 年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的主要财务数据，结合报表说明联暄电子发生大额亏损的原因及合
理性；（2）联暄电子实收资本金额，结合资金用途，按时间顺序披露资金具体
使用状况；（3）联暄电子未开展业务的原因，其是否有对外投资、担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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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等事项。
公司回复：
（一）联暄电子 2014-2018 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联暄
电子亏损的原因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投资人民币 1 亿元设立联暄电子。该公司设立后，未实
际开展业务，资金出现闲置的情况。为避免公司投入的 1 亿元注册资本长期闲置，
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将联暄电子账
面闲置的 1 亿元资金由公司本部统筹安排。因此，联暄电子账面形成了 1 亿元的
对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规定，企业每年需在其个别会计报表中对应收
款项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因而各年度联暄电子均对该笔其他应收款按会计政策
规定计提了坏账准备，并相应形成联暄电子个别报表的账面亏损，但在合并报表
时该笔其他应收款的本金和计提的坏账准备均和联创光电母公司报表的其他应
付款全额抵消，对公司合并报表损益并无实质影响。现将联暄电子 2014-2018 年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货币资金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371,670.90

248,010.58

249,387.23

250,758.21

16,336.21

46,074,500.00

48,474,500.00

77,600,000.00

92,150,000.00

97,000,000.00

固定资产

4,155,492.68

2,145,292.68

2,407,137.83

2,668,982.98

-

资产合计

51,351,663.58

51,617,803.26

81,006,525.06

95,819,741.19

97,766,336.21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48,648,336.42

-48,382,196.74

-18,993,474.94

-4,180,258.81

-2,233,663.79

51,351,663.58

51,617,803.26

81,006,525.06

95,819,741.19

97,766,336.21

29,074,500.00

14,550,000.00

1,850,000.00

3,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所有者权益合计
资产减值损失
管理费用

265,202.51

312,845.15

261,845.15

95,281.72

财务费用

937.17

1,376.65

1,370.98

1,313.30

-16,336.21

-266,139.68

-29,388,721.80

-14,813,216.13

-1,946,595.02

-2,233,663.79

净利润

联暄电子 2017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2,938.87 万元，主要原因系对该笔其
他应收款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形成资产减值损失。此举主要系根据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将全数归还该笔其他应收
款，因此该笔其他应收款实际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较小。扣除该笔其他应收款计提
的坏账准备，联暄电子自设立以来，累计亏损金额为 923,836.42 元，主要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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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折旧所致。
（二）联暄电子实收资本金额及资金具体使用状况
联暄电子实收资本金额为 10,000 万元，其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时间
2014.9.11

收入（元）

闲置资金纳入公司统筹

3,000,000.00

联暄电子收到公司的资金
2,756,264.70

联暄电子购买车辆设备

2,400,000.00

2018.8.17
其他

备注
公司投入注册资本

100,000,000.00

2015.6.24
2018.8.17

余额（元）

100,000,000.00

2014.9.28
2015.6.24

支出（元）

联暄电子收到公司的资金
2,010,200.00

联暄电子购买车辆设备
设立以来银行手续费、利息

261,864.40

2018.12.31

及其他零星收支差额
371,670.90

（三）联暄电子未开展业务的原因，是否有对外投资、担保、提供财务资
助等事项
联暄电子设立初期，是为了充分利用上海的区位、政策优势以及国家对自贸
区的改革红利，吸引先进技术、管理人才的加盟，在上海搭建 LED 照明产品销售、
技术开发平台，以满足公司技术开发及市场拓展的需要，但鉴于公司 LED 照明业
务板块发展不如预期，公司调整产品发展规划，公司内部对联暄电子的具体业务
规划、市场定位存在分歧，出于谨慎性考虑，未实际开展业务。
联暄电子自成立以来至今，不存在任何对外投资、担保、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
二、本次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5,100 万元。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邓凯元为
持有公司 5.89%股份的股东，且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转让价款以现金支付。请
补充披露：
（1）公司 2014 年出资 1 亿元设立联暄电子，2019 年以原出资金额出
售其 51%股份给原实际控制人，请说明前期设立联暄电子、本次出售股权的交易
背景、商业实质和真实意图，是否存在利益倾斜；（2）请公司结合前述问题，
说明本次在已让渡控制权的情况下，仍保留 49%股权的原因及考虑，对应资金安
全是否存在风险及依据。
公司回复：
2014 年出资设立联暄电子的交易背景详见前述问题一、（三）之回复。
本次公司拟将联暄电子 51%的股权出售给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邓凯元先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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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保留 49%股权，联暄电子将变更为公司与邓凯元先生的联营企业。本次交易旨
在以联暄电子为产业平台，整合邓凯元先生现有产业技术团队资源及发挥与邓凯
元先生现有产业技术的协同效应，实现共盈。但鉴于双方对股权转让后联暄电子
的管理模式等主要条款无法达成一致，交易对方亦宏投资决定终止本次受让联暄
电子 51%股权。
公司经审慎讨论与协商，考虑到与联暄电子股权转让相关的协议尚未签署，
各方无需因此支付违约补偿金，同意终止转让联暄电子 51%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三、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 5,100 万款项的支付安排、支付进度和交易对方
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其他信息。公司是否有有效措施
保障投出资金的安全回收。
公司回复：
鉴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时，公司与交易对方尚未签署转让协
议，因此也未就转让款项的支付安排和支付进度做具体约定，公司原计划在全额
收到本次股权转让款项之后，再行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过户手续。但
目前公司已决定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四、公告披露，本次交易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但不会
导致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请补充说明此次交易的会计
处理和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
1、本次交易前，在母公司报表层面，对联暄电子长期股权投资为 1 亿元，
按成本法核算，纳入合并范围。在合并报表层面，联暄电子每期仅有少量固定资
产折旧及零星银行手续费、利息等收支，合并抵销当初对联暄电子 1 亿的投资、
内部往来及资产减值准备后反映当年的实际亏损（截止 2018 年末，联暄电子累
计实际亏损 923,836.42 元）。
2、本次交易后，在母公司报表层面，母公司将收到转让款 5,100 万元，对
联暄电子长期股权投资将调整为 4,900 万元，并以持股比例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收
益，该笔长期股权投资调整为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对联营企业的投资，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转让日母公司的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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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借：银行存款

5100 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5100 万元
（2）按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以 2018.12.31 数据计算）
借：投资收益

45.27 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45.27 万元

在合并报表层面，公司将增加一笔按权益法核算的，对联营企业联暄电子的
4,900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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