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7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6,978,71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
，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兴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5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建林

叶裕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电话

0769-88803333-812

0769-88803333-812

电子信箱

investor@nanxing.com.cn

investor@nanxi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专用设备业务
1、主要业务
公司拥有专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在机械、电气、自动化、软件系统及木材加工应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配以国际
领先的生产设备及严谨的工艺规范流程，专业生产板式家具生产线成套设备，并提供卓越的整体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
全系列高速电脑裁板锯、智能数控开料中心、高速智能封边机、数控排钻、智能数控钻孔中心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屋定制、
衣柜、橱柜、卫浴、木门、办公家具等多个领域。公司在业内率先研发的家具柔性制造生产线，满足了家具生产企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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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将家具设计、拆单系统和数控设备有效结合，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交货周期，确保产品质量。
2、主要产品
（1）数控开料系列产品

木工柔性生产线
主要包括木工柔性生产线、开料工作站、加工中心等。木工柔性生产线适合全屋定制板材裁切，设备集自动贴标、上料、
正面开槽、钻孔、异形加工、开料和出料于一体，与家具设计拆单软件无缝对接，实现定制家具的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生产。开料工作站，将机器人应用到开料环节，根据系统指令自动加载原材料和抓取成品工件，并实现自动贴标，24小时不
间断工作，大幅度提高设备利用率，有效提高人均产值，为工业4.0打下坚实的基础。
（2）裁板锯系列产品

双推手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

高速电脑裁板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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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包括高速电脑裁板锯、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双推手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纵横锯等。其中双推手后上料
电脑裁板锯，既能满足全屋定制单张锯切，也能适应批量板材多张叠切，相比普通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可提升40%的产
能，并能与智能物流系统、立体仓库、平面仓库的有效对接，组成开料工作站，实现智能化开料，同时可与家具设计拆单软
件开料数据、优化软件、MES等无缝对接，完成智能化生产管理。
（3）封边机系列产品

高速封边机

软成型自动封边机

斜边自动封边机
主要产品包括高速自动封边机、斜边自动封边机、软成型自动封边机、双端自动封边机、四端封边机等。
高速自动封边机，在熔胶方面，采用了快速上熔胶，缩短胶的加热时间，减少胶的碳化与硫化，提高胶粘性与封边质量，
严格根据下熔胶炉需求预熔胶粒，有效保障供胶及时和涂胶量；该设备还可增加PUR供胶系统或热风系统，具有防潮、耐高
温、少胶线的特点。
双端自动封边机、四端封边机，主要针对批量板材四边封边，尤其适合工程橱柜、衣柜生产。常规四端封边机由龙门式
自动上料机、输送台、1号双端自动封边机（封长边）、转向机（长边转短边）、2号双端自动封边机（封短边）、转向机（短
边转长边）、龙门式自动下料机等设备组成，还可根据实际生产需求做进一步调整。四端封边机在生产过程中，采用龙门式
自动上下料机，设备不间断生产，实现高效率、高自动化，有效提升人均产能。
软成型自动封边机和斜边自动封边机，极大地满足了客户特殊工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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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控钻孔系列产品

六面数控钻孔中心

通过式钻孔中心
针对全屋定制家具对柔性生产的需求，公司研发生产了多种数控钻孔中心，包括六面数控钻孔中心、通过式钻孔中
心、PTP加工中心、侧面钻、钻孔工作站等。
（5）数控排钻产品

数控排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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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排钻，是一款高效、高自动化的批量钻孔设备，可一次完成三面或四面钻孔，采用PC控制，扫码识别程序，系统
自动计算钻头排布等特点，可快速更换钻包，定制特殊钻包，满足复杂的生产工艺。
（6）自动化产品及其他设备

开料工作站

封边工作站

封边钻孔工作站

钻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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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动化及其他设备包括单元自动化系列、辅助自动化系列等，其中单元自动化主要包括开料工作站、封边工作站和
钻孔工作站，公司自动化设备主要是揉合各产品系列，提供成套自动化设备，为客户提供包括工艺规划、方案设计、设备选
择等服务，并致力为家居企业智能制造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7）家居工业4.0智能生产线

家居工业4.0智能生产线揉和了“开料工作站+自动封边工作线+钻孔工作站+自动分拣工作线”等设备于一体，是分段式或
全线自动化解决方案，是基于自身相对完整的板式定制家具软件和单机产品体系后，通过整合行业内优势软硬件资源并优化
配置，结合FIN4.0控制系统，开发的板式家具行业分段式或全线自动化生产线方案，实现家居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工作站加工模式取代了当前板式家具生产车间完全依靠人工进行生产组织、工序流转的传统生产模式，将软件、加工设
备、机器人、连线输送装置无缝衔接，实现定制家具柜体工件从大板开料至分拣到包的自动化加工，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
可扩展连接至自动包装生产线以及成品立体仓库。
（二）IDC及云计算相关服务
2018年4月，公司成功收购了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一网络”），唯一网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唯
一网络是国内知名的云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经营的主要范围是IDC、网络安全、云专线、公有云、混合云等服务，
致力于构建云-网-边一体化的互联网综合生态平台，建设适用于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5G及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平
台。为大型企业、行业云、视频、教育、CDN、电商、游戏、O2O、金融、医疗等多个细分行业及领域提供高速、安全、稳定、
高品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及云计算、网络安全等增值服务平台。
截至2019年年末，唯一网络已建立及运营的数据中心节点，已覆盖了国内18个省36个地市及海外部分地区，并持续规划
及完善数据中心节点布局，同时持续推进云计算应用、云-网-边融合及信息安全能力建设，以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数据计算
及交互需求。
涉及的主要业务包括：
1、IDC业务
IDC业务即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是指公司通过自建或租用标准化电信级专业机房、高速互联网接入带宽、IP地址等电
信资源，通过专业化的管理，结合自身专业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应用的服务平台，为客户的服务器搭建稳定、高速、
安全的网络运行环境。主要服务行业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娱乐、大型政企、金融、电子商务、教育、医疗、物流、
智能制造等。
在这个平台基础上，利用已有的互联网通信线路、带宽资源，通过自建或租用标准化的电信专业级机房环境，利用自身
技术搭建起连接不同基础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多网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网络接入、数据同步、网络数据分析、网络入侵检测、
网络安全防护、智能DNS、数据存储和备份等专业综合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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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志享（华南）数据中心
2、网络安全
提供针对网络安全的整体解决方案与服务。依托丰富的数据中心资源及新一代网络安全平台，有效阻击大流量DDoS攻击
以及Web应用攻击，同时整合多产品资源，成功推出等保2.0一站式安全合规解决方案，提供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全方位解决
方案和服务。
3、云专线
云专线产品是一系列具有快速开通、高速、稳定、安全等特点的专有网络产品统称。其产品包含：混合云专线（数据中
心-公有云）
、公有云专线（不同公有云互联）
、数据中心专线（跨数据中心互联）
、点对点专线、SD-WAN（软件定义广域网）
。
云专线系列产品，主要解决数据通过公共互联网传输，带来的传输速度慢、不稳定、安全性差等问题。相较传统专线产品，
拥有价格低廉、快速开通、按需扩容等优势。
4、公有云
提供弹性、便捷、灵活、可扩展的公有云计算产品及服务。公司自研的公有云产品“唯云”是基于OpenStack自主研发
的一站式云计算平台, 依托丰富的数据中心资源，产品覆盖高性能云服务器、分布式云存储、弹性网络等系列IaaS基础云服
务，满足各类型客户业务系统的精细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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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有云计算业务发展的同时，公司与一流云厂商在云计算领域达成深度合作，现公司为阿里云精英级合作伙伴及区域
最大代理商、腾讯云渠道合作伙伴、百度云电销赋能合作伙伴、金山云战略合作伙伴、天翼云渠道合作伙伴。公司将持续整
合产品与技术、业务资源和服务能力，加快推动市场布局和多云生态发展。
5、混合云
由于用户对弹性伸缩、灵活性、可靠性、安全性与合规性的不同要求，单一的公有云、私有云、物理架构往往难以完全
满足需求。唯一网络结合自有的公有云、IDC资源及主流云厂商的资源，推出混合云架构，帮助用户灵活搭建包含公有云、
私有云、物理架构的混合IT基础架构，满足业务系统的精细化需求。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1,519,972,765.92

1,125,867,749.57

35.00%

781,179,93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245,375.55

163,595,744.85

24.85%

108,188,73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100,522.53

146,364,041.54

25.78%

99,772,01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231,687.79

162,870,340.73

65.92%

116,327,25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86

0.8733

18.93%

0.9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61

0.8669

19.52%

0.9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3%

12.75%

-0.52%

13.1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372,802,218.27

1,949,506,065.75

21.71%

1,089,771,10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10,696,025.64

1,654,623,294.89

9.43%

873,936,045.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26,728,125.33

379,248,838.33

393,012,679.52

420,983,12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312,101.31

48,184,998.15

45,816,804.82

55,931,47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855,086.22

47,529,378.46

43,340,748.78

52,375,30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029,775.62

52,441,362.93

90,724,833.92

49,035,715.32

营业收入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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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95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15,799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东莞市南兴
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61%

74,086,662

0

南平唯创众
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27%

12,350,743

12,350,743

南靖唯壹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3%

11,679,732

詹任宁

境内自然
人

4.81%

林旺荣

境内自然
人

林旺南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40,702,493

5,839,866

质押

3,400,000

9,466,649

7,099,987

质押

7,962,104

4.81%

9,466,649

9,466,649

质押

9,450,748

境内自然
人

3.19%

6,280,847

0

质押

6,280,847

詹谏醒

境内自然
人

2.09%

4,115,876

3,086,907

东莞市宏商
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东
莞市唯一互
联网信息安
全产业发展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9%

2,532,619

张威

境内自然
人

0.48%

937,222

冯鸣

境内自然
人

0.45%

891,119

1、林旺南与詹谏醒为夫妻关系，为南兴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2、詹任宁与詹谏醒为兄妹关系，林旺南与林旺荣为兄弟关系。
3、南平唯创和南靖唯壹为王宇杰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9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经营状况
自公司在2018年4月并购唯一网络后，公司业务主要涵盖专用设备业务和IDC及云计算相关服务。随着专用设备市场的好
转及市场对IDC综合服务需求的提升，公司的业绩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另外通过并购唯一网络实现双主业共同发展，优势
互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专用设备业务
公司是国内板式家具生产设备的领军企业，主要产品为数控系列加工中心、电脑裁板锯、自动封边机、数控排钻、成套
自动化及其它相关系列设备，并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行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并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
2019年，公司主要实施以下重点工作：
1、公司通过配合国家发展战略，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精装房交楼趋势，改变了整个家居行业的市场走向及生产模式，房
地产企业在家居产业链的上游起了主导作用，大批量规模化定制的占比不断上升。
2、公司根据产业升级替代需求，公司的智能化产品帮助家具企业替代人手，提升效能。
3、公司加强研发与制造能力，加快了替代进口设备的速度。
4、公司通过强化海外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
5、公司通过加强成本管理，提升经营效益。
未来公司将致力于定制家具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的研发生产，根据客户生产工艺的转型升级，持续对自身产品
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优化，与时俱进，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效率，赢得竞争优势。
（二）IDC及云计算相关服务
2019年紧紧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积极推动年度经营计划的贯彻落实，主要实施以下重点工作：
1、运营节点、带宽储备等资源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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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网络根据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不断完善数据中心的市场区域布局，扩大数据中心规模和服务客户规模，与
三大运营商深度合作，不断补充与完善现有资源布局；在运营节点、在网服务器、在网机柜、IPV4/IPV6总量上，较2018年
都有较大的提升；自有志享（华南）机房新建机柜、与业务上架率，较2018年大幅增加与提升。
2、技术研发、运维力量等资源持续有效投入
唯一网络持续关注业内及上下游的新应用新趋势，紧跟行业的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报告期内，唯一网络持续投入资
源，依靠强大技术开发团队，通过自主研发新一代安全防护平台，数据中心运营优化管理、自动化运维、混合云计算应用、
网络安全防护等领域持续研发，完成网络监控管理平台的建设和完善，提升了自动化运维的效率，增强了运维管理水平。
3、组织变革、系统升级等资源持续完善优化
为了适合高速业务发展需要，唯一网络在内部组织机构上进行优化与完善，以达到对内快速响应业务，对外全方位服务
客户的宗旨。同时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业务OA系统、运行维护系统上，持续增加资源投放，不断优化升级；通过组织变革、
企业信息化和管理体系优化升级，全方位提升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为年度经营目标的达成，提供有力的组织、技术保障。
4、招才纳贤、人才引进等资源持续战略储备
随着唯一网络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增加研发、销售和运维方面的人才储备，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通
过对外强化培训机制，对外多渠道引进，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引进与培训计划。唯一网络还不断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工作，全面
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技能，鼓励现有研发和管理人员进行在职深造，以保证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员工潜能的不断激发；
完善激励机制，吸引高素质的职业管理人才加盟，快速增强团队软实力。
2019年唯一网络凭借优质的产品服务、卓越的创新能力、专业高效的运维体系和行业影响力等综合实力，先后获得“2019
年百优创新服务”
、
“2019年度优秀第三方数据中心”
、
“2019年中国云计算500强‘地区优秀服务商’
”、
“公安部‘2019网络安
全管理优秀团队’
”等多项荣誉。
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1,997.28万元，同比增长35%，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8,410.05万元，同比增长25.78%。公司收入和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IDC综合服务收入为
60,968.76万元，比上年增加160.01%。IDC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唯一网络大客户收入及占比均有大幅度提升，导致总
体收入大幅增长。公司在带宽、机柜销售、节点布局数量方面的大幅提升，为业务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增长36.80%，主要是报告期展览费用增加428.43万元，职工薪酬福利增加571.22万元。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同比增长39.02%，主要是报告期IDC业务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减少11.56%，主要是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比减少5,151.22万元，减幅50.74%，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同比增加11,899.76 万元，增幅67.31%，主要原因是唯一网络拓展互联网头部客户，业务量大幅增
长所致。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同比减少398.03万元，减幅32.64%，主要原因是收到无锡市政府的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土地诚
意金600万元。
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同比增加2,268.40万元，增幅1,910.07%，主要是志享科技数据中心工程的进项留抵税额。
报告期内，长期股权投资同比减少564.15万元，减幅43.68%，主要原因是2019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购买广东志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47%的股权交易完成，持有志享科技的股权比例达到75%，实现了对志享科技的控制，因
此志享科技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于2019年3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增加了14,397.45万元，增幅32.58%，主要原因是本期将志享科技纳入合并范围，增加IDC基础设备
14,320.00万元。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增加了7,062.51万元，增幅517.67%，主要原因是增加志享科技三期数据中心3,400.64万元，增加
无锡南兴厂房建设1.967.02万元。
报告期内，无形资产同比增加3,028.51万元，增幅41.17%，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所
致。
报告期内，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同比增加405.17万元，增幅85.47%，主要原因是增加简易建筑设施及装修费598.25
万元。
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同比增加1,676.00万元，增幅394.99%，主要原因是唯一网络预付长期资产。
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同比增加2,129.15万元，增幅60.83%，主要原因是唯一网络为拓展大客户业务增加流动资金银行贷
款。
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同比增加2,420.00万元，增幅1,613.33%，主要原因是唯一网络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
报告期内，应付账款同比增加10,609.94万元，增幅89.56%，主要原因是资源、材料采购货款增加了8,176.42万元，设
备款增加了1,488.56万元。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同比减少1,010.85万元，减幅40.69%，主要原因是员工限制性股票解禁，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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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减少1,260.88万元。
报告期内，长期借款同比增加9,508.31万元，增幅211.53%，主要原因是志享科技数据中心的专项贷款增加。
报告期内，递延收益同比增加472.71万元，增幅141.52%，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相关补助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了10,736.13万元，增幅65.92%，主要是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了7,425.80万元，减幅46.15%，主要是志享科技数据中心二期、三期
工程的建设投入的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了460.08万元，增幅93.05%，主要是志享科技数据中心的专项贷款的
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30.98%

3.87%

-0.09%

-1.23%

50,537,388.36

31.99%

10.99%

-0.07%

-3.54%

176,419,690.77

38,385,252.83

21.76%

25.43%

55.01%

4.15%

582,332,601.96

154,569,791.77

26.54%

161.28%

86.92%

-10.56%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自动封边机

357,370,391.46

110,727,306.01

数控裁板锯

157,972,866.14

数控钻（含多
排钻）
IDC 及云计算
相关服务

毛利率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中的的“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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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日，全资子公司唯一网络与东莞市宏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庾映荷、叶韵诗、陈建军签署了《关于广东志享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参股公司志享科技47.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230万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唯一网络在志享科技的股权比例增至75.00%，志享科技成为唯一网络的控股子公司，并因此纳入合并范围。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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