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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1-035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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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依顿电子”）控股股东依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顿投

资”）为履行与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集团”）于

2021 年 9 月 8 日所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九洲集团）》中关于为确保九洲集团

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股份的约定。在依顿投资向九洲集团股

份转让完成后，九洲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绵阳市国资委”）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股份将在依顿投资向九洲集团股份转让完成

后进行，因此已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涉及公司控

制权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亦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公司首发上市时的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的自愿锁定

承诺豁免，实际控制人已向公司提交了豁免上述自愿性承诺申请，上述申请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是否同意

上述承诺的豁免存在不确定性，该等豁免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

性。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上述确

认手续是否可以通过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由于该事项完成尚需履行前置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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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2021年9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先生、李永

胜先生、李铭浚先生与九洲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九洲集团）》及《表决

权放弃承诺函之一》、《表决权放弃承诺函之二》，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九洲集

团）》，依顿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93,741,816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42%转让给九洲集团，九洲集团拟受让上述股份。为确保

九洲集团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依顿投资拟在《股份转让协议（九洲集团）》生

效后一个月内向不与其构成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资管计

划）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50,021,97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1%（以下

简称“向第三方转让”），在该5.01%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前且《股份转让协议

（九洲集团）》项下的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后，依顿投资无条件且不

可撤销地放弃该等向第三方转让的5.01%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直至依顿投资向第

三方转让该5.01%股份并完成该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同时，依顿投资自《股份

转让协议（九洲集团）》项下的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后不可撤销地放

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45,528,984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56%对应的表决

权，直至九洲集团实际持股比例超过依顿投资在本次股份转让及向第三方转让后

实际持股比例的5%以上。 

综上，依顿投资向九洲集团转让股份后，依顿投资合计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

司 95,550,959 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57%对应的表决权，持股数量下

降为 339,376,404 股，持股比例下降为 33.99%，拥有表决权比例为 24.42%，九

洲集团持股数量为 293,741,816 股，持股比例为 29.42%，拥有表决权比例为 

29.42%，依顿投资将不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九洲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绵阳市国资委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依顿投资持有公司633,118,2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3.41%，依顿投资

向九洲集团转让股份前后交易双方持股及拥有表决权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后及依顿投资表决权放弃后情况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

权比例 

放弃后拥

有的表决

权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

权比例 

放弃后拥

有的表决

权比例 

九洲集团 -- -- -- -- 293,741,816 29.42% -- 29.42% 

依顿投资 633,118,220 63.41% -- 63.41% 339,376,404 33.99% 9.57% 24.42% 

注：依顿投资与九洲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宜已于2021年9月9日披露，具体内容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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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公司2021年9月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及

＜表决权放弃承诺函＞暨公司控股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8）。 

（2）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依顿投资为履行与九洲集团所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九洲集团）》中关于

为确保九洲集团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的约定，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与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证

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

泰资管计划”）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泰资管）》，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中泰资管）》，依顿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

持有的上市公司 50,021,97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1%转让给中泰资管

计划，中泰资管计划拟受让上述股份，转让价格为 7.65 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为

人民币 382,668,108.75 元。 

因此，在依顿投资向九洲集团转让股份完成后，依顿投资向中泰资管计划转

让股份前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依顿投资向中泰资管计划转让股份前 本次依顿投资向中泰资管计划转让股份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

权比例 

放弃后拥

有的表决

权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放弃表决

权比例 

放弃后拥

有的表决

权比例 

九洲集团 293,741,816 29.42% -- 29.42% 293,741,816 29.42% -- 29.42% 

依顿投资 339,376,404 33.99% 9.57% 24.42% 289,354,429 28.98% 4.56% 24.42% 

中泰资管

计划 
-- -- -- -- 50,021,975 5.01% -- 5.01% 

二、股份转让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的通知，公司控股股

东依顿投资与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泰资管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泰资管）》。 

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股份转让方（乙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 依顿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Offshore Chambers P.O. Box 217 Apia Samoa

（萨摩亚国阿皮亚市离岸办公室 217 号邮箱） 

法定代表人 李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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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500 万美元 

公司编码 4731 

公司性质 投资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 

成立日期 1998 年 10 月 8 日 

经营期限 无 

通讯方式 Offshore Chambers P.O. Box 217 Apia Samoa

（萨摩亚国阿皮亚市离岸办公室 217 号邮箱） 

主要股东名称 高树有限公司持有依顿投资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 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 

李永强先生、李永胜先生及李铭浚先生三人共同持有高树有限公司 100%股

权，而高树有限公司持有依顿投资 100%股权；李永强先生、李永胜先生、李铭

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依顿投资控制公司 63.41%股份，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依顿投资与九洲集团的股份转让尚未完成，所以依顿投资

仍持有公司 63.41%股份，若依顿投资向九洲集团转让股份完成后，依顿投资的持股比例将

下降至 33.99%。 

2、股份受让方（甲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泰资管计划）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 号 24 楼 05 室 

法定代表人 黄文卿 

注册资本 16,666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121159314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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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 年 08 月 13 日 

经营期限 2014 年 08 月 13 日至不约定期限 

通讯方式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 10 层

1002-1003 

主要股东名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0%，其他股东持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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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泰证券及旗下资产管理

计划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与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泰

资管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泰资管）》主要内

容如下：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甲方）受让方：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证券账户：中泰证

券资管-支持民企发展中泰资管 2号FOF集合资管计划-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

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乙方）转让方：依顿投资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管理的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证券账户：中泰证券资管-支持民企发展中泰资管 2 号 FOF 集合资管计划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协议受让乙方

持有依顿电子共计 50,021,97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01%以及由此所衍

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自股份过户日起，甲方管理的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

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证券账户：中泰证券资管-支持民企发展中泰

资管 2 号 FOF 集合资管计划-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根据其持有的依顿电子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承担股

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转让价款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甲方（代表“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证券账户：中泰证券资管-支持民企发展中泰资管 2 号 FOF 集合资管计划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4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协议受让乙方

持有依顿电子共计 50,021,975 股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7.65 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

民币 382,668,108.75 元（大写：人民币叁亿捌仟贰佰陆拾陆万捌仟壹佰零捌元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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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伍分）。本协议约定交易所涉相关税收和费用等交易成本，双方应根据法律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和相关部门要求由双方分别予以承担。 

（4）转让款支付方式 

甲方应在资管计划成立后且股份转让在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变更登记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首笔转让价款支付至乙方收款账户，剩余转让价款应在首笔转让价

款支付日起 18 个月内支付至乙方收款账户。 

首笔转让价款=转让价格*股份转让数*35%，即人民币 133,933,838.06 元。 

剩余转让价款=股份转让价款金额-首笔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248,734,270.69

元。 

（5）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

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主要为推进公司

引入国有资本（九洲集团）控股，从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拓宽公司业务空间。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保持现有

管理团队稳定，继续聚焦主营业务，保持发展战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五、其他说明及后续事宜 

1、本次向中泰资管计划转让股份将在依顿投资向九洲集团股份转让完成后

进行，因此已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涉及公司控制

权变更。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亦未构成关联交易。公

司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其担保、以及其他滥用

控股股东权利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将不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股份除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控制人所作自愿锁定承

诺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查封、冻结等。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尚未正式生效。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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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豁免 IPO 时实际控制人作出的自愿锁定承诺，

且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方可实施完毕。 

6、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应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风险提示 

1、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永强先生、李永胜先生、李铭浚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时作出了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基于本次股份转让需

求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李永强先生、李永胜先

生、李铭浚先生拟申请豁免上述自愿性承诺。 

上述申请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

序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股东大会是否同意上述承诺的豁免存在不确定

性，该等豁免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上述审

批、确认手续是否可以通过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关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告知函； 

2、《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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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