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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公开摘牌受让 

北京北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45%股权 

并签订《产权交易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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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规模较小，未达到董事会审议的标准，亦无须股东大会审议，对

公司影响较小。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上述收购资产事项预计对公司本年度收益影响较

小。 

●本次交易完成后，彤程电子对北旭电子不控制，按投资比例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以权益法核算。 

●本次交易仍需各方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履行股权交割、款项交割

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根据北交所的公开信息公告，京东方通过北交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全资

子公司北旭电子 100%股权。挂牌期限从 2020 年 11 月 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挂牌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 42,500 万元。 

近日，彤程电子接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发来的《交易签约通知书》（项目编号：

G32020BJ1000392）,按此通知书的要求，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彤程电子与上海峥

方化工有限公司、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组成的联合体，符合受让条

件，通过北交所公开摘牌联合受让北旭电子 100%股权，摘牌价格为 42,500 万



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彤程电子以人民币 1.9125亿元受让北旭电子 45%股权。

2020 年 12 月 4 日，各方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2、审议情况 

本次收购资产事项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3 年 4 月 9 日 

3、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注册资本：3479839.8763 万人民币 

5、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 

6、法定代表人：陈炎顺 

7、经营范围：制造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蒸汽热汽；制造电子计算机软硬件；经营

电信业务；购销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数据处理；设

计、销售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

蒸汽热汽；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

销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无线电寻呼业务；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房屋出租）；

机动车停车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8、股权结构（截至 20200930 的前十大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1.6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21%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3.10%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92%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6% 

合肥建新投资有限公司 2.30%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6%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启航 1号资产管理产品 0.94%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承平 1号资产管理产品 0.8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7% 

9、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40,412,203,308.00 

净资产 95,058,129,055.00 

营业收入 116,059,590,164.00 

净利润 1,918,643,871.00 

京东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二）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1、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11 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住所：上海化学工业区目华路 201 号 1 幢 904 室 

（6）法定代表人：周建辉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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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85,967,314.62  

总负债 0 



净资产 185,967,314.62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738.88 

注：1.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2、上海峥方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峥方化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11 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资本：7,5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 65 弄 11 号 1040 室 

（6）法定代表人：耿灏 

（7）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橡塑制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通讯器材，

仪器仪表，照明器材，电子元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企业营销策划，

商务信息咨询，从事化学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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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73,880,608.42 

总负债 56,191.67 

净资产 73,824,416.75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662,676.09 

注：1. 2019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峥方化工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3、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认缴出资： 95,200 万元人民币 

（5）企业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天津信至尚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755 号） 

（6）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显智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

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

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372,273,393.44 

总负债 102,900.00 

净资产 372,170,493.44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3,829,506.56 

注：1.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北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3年11月16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6157.684万元人民币 

5、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酒仙桥路10号 

6、法定代表人：卢克军  

7、经营范围：生产TV支架玻杆、CTV低熔焊料玻璃、PDP感光障壁玻璃粉、

LED陶瓷基板、光阻（限分支机构经营）；开发、销售TV支架玻杆、CTV低熔

焊料玻璃、PDP感光障壁玻璃粉、LED陶瓷基板、光阻；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8、股权结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北旭电子100%股权。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9 月 30 日 

总资产 20,176.41 23,058.53 

总负债 5,060.36 5,402.96 

净资产 15,116.05 17,655.57 

项目 2019 年 1 月-12 月 2020 年 1 月-9 月 

营业收入 18,194.77 15,486.76 

利润总额 2,765.13 2,946.81 

净利润 2,470.32 2,539.52 

注：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审计，2020年1月-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侵犯第三方权益及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交易

的情形，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转让标的相关行为已履行了国有产权

挂牌转让手续，经过有效的内部决策，并获得相应批准。 

（三）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进行评估，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出具的《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北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



兴评报字（2020）第1006号），主要内容如下： 

(1)评估单位：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20年5月31日  

(3)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4)评估结论：本次评估，评估人员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分

别进行了评估，经分析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经收益法评估，北旭电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价值为33,400.00万元，较

账面净资产16,649.62万元增值16,750.38万元，增值率100.61%。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转让方（甲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 

受让方一：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受让方二：上海峥方化工有限公司  

受让方三：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一、受让方二、受让方三统称“乙方”） 

2、产权转让标的：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的 100%股权。

其中，受让方一受让标的企业 45%股权；受让方二受让标的企业 35%股权；受

让方三受让标的企业 20%股权。 

3、转让价格：人民币 42,500 万元。 

4、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 

5、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标的企业，在本合同项下的产权转让获得北

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 

（3）转让标的的过渡期损益均由乙方承担，不影响上述产权转让价格。 

（4）双方同意并确认，乙方已对标的企业开展完毕令乙方满意的尽职调查

程序，乙方签署本合同即视为乙方已充分了解并自愿完全接受产权转让公告内容

及标的企业的现状及瑕疵和风险，认可转让标的的产权转让价格。 



6、产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继承和清偿办法： 

乙方受让上述转让标的后，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转让后的

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 

7、产权转让涉及的职工安置 

本次产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各方同意此次产权转让完成后，标的企业将

承继现有职工，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8、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及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风险提示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上述收购资产事项预计对公司本年度收益影响较

小；本次交易完成后，彤程电子对北旭电子不控制，按投资比例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以权益法核算。本次交易仍需各方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履行股权交割、

款项交割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