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2-092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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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医疗”或“公司”）控

股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智能科技”）进

行增资扩股，参与增资的对象为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增资 3,759.6280 万元人民币，新增股

本 1724.60 万股。 

 本次增资完成后，奥克斯智能科技注册资本为 67,724.60 万元。增资后，

奥克斯智能科技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过去 12 个月与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关联方未发生同类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

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奥克斯智能科技经营发展需要，奥克斯智能科技进行

增资扩股，参与增资的对象为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电

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人民币 1,128.3680 万元认购 517.60 万股，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人民币 2,631.26 万元认购 1,207.00 万股，合计增资 3,759.6280 万元人民币

（其中 1,724.60 万元计入股本，2,035.028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

奥克斯智能科技注册资本增加至 67,724.60 万元，增资后，奥克斯智能科技仍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2）沪第 010052 号《宁波



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拟非同比例增资涉及的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

估值为 143,900.00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本次增资以人民币 2.18 元/股的价格

进行认购，合计增资 3,759.6280 万元人民币。 

因本次参与增资的股东中，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

人包含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裁沈国英女士、监事会主席郑君达先生、监事郑伟

科先生，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包含公司董事兼董事

会秘书郭粟女士、监事郑建波先生、财务负责人葛瑜斌先生（备注：公司关联人

已签署上述合伙企业的增资协议并已完成缴款出资，合伙企业增资的工商变更正

在办理中）。本次增资行为构成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故本次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增资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与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关联方未发生同类交

易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5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沈国英、郭粟回避表决。 

 

二、增资主体及关联人介绍 

（一）增资主体介绍 

1、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2 年 12 月 5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5MAC5HT2LXA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366 号

241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瑾 

注册资本 1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上不

含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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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决议增资至 1,128.3680 万元，全体合

伙人共 19 人已完成缴款出资，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2) 19 名合伙人中，①关联人 3 人，分别为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裁沈国英女士，出资金

额 335.50 万元，出资比例 29.73%；公司监事郑伟科先生，出资金额 41.20 万元，出资比例 3.65%；

公司监事会主席郑君达先生，出资金额 28.12 万元，出资比例 2.49%。②上市公司其他员工 16

人，出资金额 723.5480 万元，出资比例 64.12%。 

2、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2 年 12 月 5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5MAC5AD8121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366 号

241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顾微微 

注册资本 1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上不

含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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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决议增资至 2,631.26 万元，全体合伙

人共 48 人已完成缴款出资，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2) 48名合伙人中，①关联人 3人，分别为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郭粟女士，出资金额 145.62

万元，出资比例 5.53%；公司财务负责人葛瑜斌先生，出资金额 74.12 万元，出资比例 2.82%；

公司监事郑建波先生，出资金额 53.63 万元，出资比例 2.04%。②上市公司其他员工 45 人，

出资金额 2357.89 万元，出资比例 89.61%。 

 

（二）关联人介绍 



1、关联人关系介绍 

本次增资股东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沈国英女士

系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裁，郑君达先生系公司监事会主席，郑伟科先生系公司

监事；本次增资股东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郭粟女士

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郑建波先生系公司监事，葛瑜斌先生系公司财务负责

人。 

2、关联人基本情况 

（1）沈国英女士的基本情况 

姓名 沈国英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21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关联关系：沈国英女士系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裁 

（2）郑君达先生的基本情况 

姓名 郑君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关联关系：郑君达先生系公司监事会主席 

（3）郑伟科先生的基本情况 

姓名 郑伟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3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关联关系：郑伟科先生系公司监事 

（4）郭粟女士的基本情况 

姓名 郭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2X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关联关系：郭粟女士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5）郑建波先生的基本情况 

姓名 郑建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X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关联关系：郑建波先生系公司监事 

（6）葛瑜斌先生的基本情况 

姓名 葛瑜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90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关联关系：葛瑜斌先生系公司财务负责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被增资公司名称：宁波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4月18日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增资前注册资本：66,000万元人民币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枫林路17、22号 

6、增资方式：自有/自筹资金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

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

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

子元器件零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五

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修理；仪

器仪表修理；通用设备修理；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进出口代理；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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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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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8、本次增资前后，奥克斯智能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1）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5,340.00 99 

2 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0.00 1 

合计 / 66,000.00 100 

（2）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5,340.00 96.48 

2 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0.00 0.97 

3 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7.60 0.76 

4 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7.00 1.78 

合计 / 67,724.60 100 

注：本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

成。 

9、本次增资后股东情况 

（1）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①成立时间：2007年2月1日 

②注册资本：140,797.6553万元人民币 

③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 

④经营范围：医疗项目投资及医院管理；仪器仪表、电能表、变压器、开关

柜、配电自动化设备、充电设备、电能计量箱及相关配件的研发、制造、加工、

销售、维修、技术服务；电力工程、电气工程的施工、维修及技术服务；软件开

发、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和技术除外。 

（2）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①成立时间：2015年4月16日 

②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③注册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枫湾路26号013幢106室 

④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

金融业务） 

（3）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①成立时间：2022年12月5日 

②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已决议增资至1,128.3680万元，全体合伙人已完

成缴款出资，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③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366号2416室 



④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上不含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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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①成立时间：2022年12月5日 

②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已决议增资至2,631.26万元，全体合伙人已完成

缴款出资，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③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366号2415室 

④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上不含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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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奥克斯智能科技资产总额237,230.84万元，净资产

98,589.38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258,958.39万元，净利润12,675.48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奥克斯智能科技资产总额319,661.64万元，净资产

127,133.19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227,245.90万元，净利润3,486.88万元。（上

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最近12个月内增资、改制的基本情况 

2022年8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智

能”）以房产、土地实物出资方式对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克斯高科技”）增资人民币60,084.3931万元，其中24,726.0877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奥克斯高科技注册资本为65,226.0877

万元。 

2022年10月，三星智能以人民币486,291,301.82元向公司转让奥克斯高科技

36.91%股权，以人民币13,175,669.72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投资”）转让奥克斯高科技1%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持有奥克斯高科技99%股权，奥克斯投资持有奥克斯高科技1%股权。 

2022年11月，奥克斯高科技进行股份制改造，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由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奥克斯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公司持有奥克斯高科技股份65,340万股，



持股比例99%；奥克斯投资持有奥克斯高科技股份660万股，持股比例1%。 

 

四、关联交易的评估、定价情况 

1、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东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进行了

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10月31日，并出具了银信评报字（2022）沪第010052

号《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拟非同比例增资涉及的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奥克斯智能科技资产账面值

134,216.25万元，评估值143,900.00万元，评估增值9,683.75万元，评估增值率7.22％； 

2、本次增资定价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2）沪第

010052 号《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拟非同比例增资涉及的宁波奥克斯高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东全部权

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143,900.00 万元为基础，确定本次增资以人民币 2.18 元/股的

价格进行认购，合计增资 3,759.6280 万元人民币。 

另选取同行上市公司估值作为参考，具体如下表： 

公司名称 代码 市盈率 TTM 

亿能电力 837046.BJ 14.82 

科润智控 834062.BJ 15.48 

合纵科技 300477.SZ 38.73 

江苏华辰 603097.SH 30.23 

望变电气 603191.SH 27.92 

特变电工 600089.SH 5.87 

平均值 / 22.18 

中位值 / 21.70 

奥克斯智能科技 / 46.27 

备注：同行数据截至2022年12月19日，数据来源为wind 

 

五、本次增资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甲方一（增资方）：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二（增资方）：宁波电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目标公司）：宁波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一（原股东）：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二（原股东）：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各方同意，乙方将总股本从 66,000 万股增加至 67,724.60 万股；注册资本

从 66,000 万元增加至 67,724.60 万元。新增 1,724.60 万股由甲方以货币方式认购，

其中甲方一以合计人民币 1,128.3680 万元的价格认购新增的 517.60 万股；甲方二

以合计人民币 2,631.26 万元的价格认购新增的 1,207.00 万股。 

3、支付期限：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甲方将出资款汇至乙方账户。 

4、工商变更：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乙方应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的增资扩

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未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承诺保

证，或其在本协议中的承诺、保证不真实，均属违约。 

 

六、对子公司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事项将进一步增加奥克斯智能科技的资本实力，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有利于推动公司产业的快速发展，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求。本次

增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 

本次增资完成后，奥克斯智能科技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的变化

不会影响公司对其的控制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奥克斯智能科技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七、本次增资事项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2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克斯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沈国英、郭

粟回避表决。本次增资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 

因本次参与增资的股东宁波集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电圳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包含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故本次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向董事会提交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增资价格以标的资产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增资事项有利于公司产业发展，提升公司业绩，且本次增资不会影响公

司对其的控制权，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保障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八、备查文件目录 

1、《三星医疗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三星医疗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