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346

证券简称：南大光电

公告编号：2019-072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采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57.97%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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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大光电”）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采用现金收购及增
资方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57.97%股权的议案》。
3、本次交易存在收购整合风险、标的资产估值风险、业绩承诺未能实现风险、
商誉减值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拟采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
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源气体”）57.97%股权。
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11 日为估算基准日，对飞源气体进行估值并出具的《基于江
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整合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价值估值报
告》
【闽联合中和评咨字（2019）第 6023 号】，确定飞源气体的全部股权投资价值为
21,600 万元人民币。根据上述估值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飞源气体每 1 元注
册资本对应价格为 3.35 元。
本次受让股权及增资交易(以下称“本次交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公
司以 3,685 万元的价格受让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鲁泰道路”）

持有的飞源气体本次交易前 17.07%的股权（对应本次交易前飞源气体的注册资本数
额为 1,100 万元）；第二部分为公司以 21,000 万元的价格认购飞源气体新增注册资
本 6,268.6567 万元。本次增资款中，6,268.6567 万元计入飞源气体注册资本，其
余计入飞源气体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注册资本变更为 12,711.0367 万元，公司将持有飞
源气体 57.97%的股权（对应飞源气体本次交易后注册资本数额为 7,368.6567 万元），
飞源气体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冯剑松先生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
议文件。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采
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57.97%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鲁泰道路
企业名称：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1706355815N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城城北
法定代表人：邢玉国
注册资本：2,8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3 日
经营范围：资质许可范围内的公路工程、桥梁工程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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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邢玉国

1,086.00

38.79

货币

2

边春光

800.00

28.57

货币

3

邢玉涛

260.00

9.29

货币

4

鲁绍贵

92.23

3.29

货币

5

董京友

71.77

2.56

货币

6

邢汉波

71.77

2.56

货币

7

董京永

57.90

2.07

货币

8

邢汉前

48.54

1.73

货币

9

鲁治荣

45.07

1.61

货币

10

邢玉晶

38.14

1.36

货币

11

邢玉安

38.14

1.36

货币

12

张明

36.06

1.29

货币

13

毕桂芸

29.82

1.06

货币

14

任毅

23.32

0.83

货币

15

徐书利

18.03

0.64

货币

16

张祖宁

13.87

0.50

货币

17

邢起

13.87

0.50

货币

18

宫明海

13.87

0.50

货币

19

董献渭

13.87

0.50

货币

20

罗光谨

13.87

0.50

货币

21

张祖琢

13.87

0.50

货币

2,800.00

100.00

合计

2、宋学章
曾用名：无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70305*******

--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3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以上除化学危险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批发、零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以上除化学危险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建材、机械设备、金属材料（除贵重金属）；服务：投资管理（除
证券、期货）。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1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合计

10,000.00

100.00

货币

10,000.00

100.00

--

4、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68718941F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清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乐勇
注册资本：5,285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工业无水氟化氢、氢氟酸、氟化氢铵、二氟甲烷、盐酸、硫酸生产、
销售（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氯化钙生产、销售；三氯甲烷、乙醚、哌啶、乙酸酐、
甲苯、丙酮、硫酸、盐酸、高锰酸钾、2-丁酮、1-氯-1，1-二氟乙烷、氨、甲醇、
正己烷、石油醚、硫磺、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二氯甲烷、氟硅酸钠、氢氟酸、
发烟硫酸、氟化氢铵、三氧化硫［稳定的］、氟化氢［无水］、氟硅酸、氯甲烷、氯
化氢［无水］批发（禁止储存）（以上项目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苯乙酸、二氟一
氯甲烷、四氟乙烷、制冷剂 R-410A、制冷剂 R-407C、制冷剂 R404a、制冷剂 R507、
制冷剂 R508a、硫酸钙、制冷剂 R-125、制冷剂 R-134a、免烧砖销售；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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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1

任淑霞

2

傅山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3,845.00

72.75

货币

400.00

7.57

货币

3

边春光

300.00

5.68

货币

4

邢玉涛

160.00

3.03

货币

5

张乐勇

150.00

2.84

货币

6

胡芳

100.00

1.89

货币

7

周慧兰

100.00

1.89

货币

8

赵太信

100.00

1.89

货币

9

柏建美

100.00

1.89

货币

10

项绪财

30.00

0.57

货币

5,285.00

100.00

合计

--

5、飞源气体
企业名称：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MA3Q66TG0H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高青化工产业园 4 号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巩国防
注册资本：6,442.38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三氟化氮、六氟化硫、氢氟酸、六氟化钨、氟化氢钾、氟化钾、硫
酸氢钾、硫酸镍、氟化氢（无水）销售（不含储存，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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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源气体系由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飞源科技”）通过分立方式设立。
分立前的飞源科技成立于 2015 年 4 月，主要产品包括三氟化氮、六氟化硫、六氟化
钨、四氟化碳、五氟化碘、六氟丁二烯、八氟环丁烷等，其中三氟化氮和六氟化硫
为主要产品。飞源科技经过合法程序，采用存续分立的方式设立飞源气体并由该公
司主要从事三氟化氮、六氟化硫及其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1

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2,574.00

39.95

货币

2

宋学章

1,980.00

30.73

货币

3

浙江新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997.38

15.49

货币

4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891.00

13.83

货币

6,442.38

100.00

--

合计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飞源气体 57.97%的股权
1、标的公司的概况
企业名称：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MA3Q66TG0H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高青化工产业园 4 号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巩国防
注册资本：6,442.38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三氟化氮、六氟化硫、氢氟酸、六氟化钨、氟化氢钾、氟化钾、硫
酸氢钾、硫酸镍、氟化氢（无水）销售（不含储存，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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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源气体系由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飞源科技”）通过分立方式设立。
分立前的飞源科技成立于 2015 年 4 月，主要产品包括三氟化氮、六氟化硫、六氟化
钨、四氟化碳、五氟化碘、六氟丁二烯、八氟环丁烷等，其中三氟化氮和六氟化硫
为主要产品。飞源科技经过合法程序，采用存续分立的方式设立飞源气体并由该公
司主要从事三氟化氮、六氟化硫及其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2、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有关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本次交易完成前后飞源气体的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交易前，飞源气体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1

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2,574.00

39.95

货币

2

宋学章

1,980.00

30.73

货币

3

浙江新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997.38

15.49

货币

4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891.00

13.83

货币

6,442.38

100.00

--

合计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本次股权收购并增资完成后，飞源气体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368.6567

57.97

货币

2

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1,474.0000

11.60

货币

3

宋学章

1,980.0000

15.58

货币

4

浙江新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997.3800

7.85

货币

5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891.0000

7.01

货币

12,711.0367

100.00

合计

出资方式

-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净资产审计报告》
（众会字（2019）第 6005 号）及《山东飞源气体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 月 1 日-7 月 11 日模拟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
（众会字（2019）第 5484 号）。根据上述报告，飞源气体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7 月 11 日

（经审阅）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1,905,920.42

298,087,991.64

负债总额

229,770,424.48

285,747,569.58

所有者权益

62,135,495.94

12,340,422.06

2018 年度

2019 年 1 月 1 日-7 月 11 日

（经审阅）

（经审阅）

营业收入

107,690,479.28

81,926,633.33

营业成本

100,185,471.05

66,028,077.40

营业利润

-23,128,566.17

-11,683,008.38

净利润

-19,694,359.10

-9,795,073.88

项目

项目

5、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11 日为估算基准日，对飞源气体进行估值并出具的《基于江
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整合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价值估值报
告》
【闽联合中和评咨字（2019）第 6023 号】，确定飞源气体的全部股权投资价值为
21,600 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受让方：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1、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司以 3,685 万元的价格受让鲁泰道路持
有的飞源气体本次交易前 17.07%的股权（对应本次交易前飞源气体的注册资本数额
为 1,100 万元）；第二部分为公司以 21,000 万元的价格认购飞源气体新增注册资本
6,268.6567 万元。本次增资款中，6,268.6567 万元计入飞源气体注册资本，其余计入
飞源气体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注册资本变更为 12,711.0367 万元，公司将持有飞源
气体 57.97%的股权（对应飞源气体本次交易后注册资本数额为 7,368.6567 元），飞
源气体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交易价格
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11 日为估算基准日，对飞源气体进行估值并出具的《基于江
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整合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价值估值报
告》
【闽联合中和评咨字（2019）第 6023 号】，确定飞源气体的全部股权投资价值为
21,600 万元人民币。根据上述估值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目标公司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价格确定为 3.35 元，其中，公司受让鲁泰道路持有飞源气体本次
交易前 17.07%股权的总对价为 3,685 万元；公司认购目标公司新增 6,268.6567 万元
注册资本的总对价为 21,000 万元。
3、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的支付方式
根据《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之投
资协议》（以下称“《投资协议》”），《投资协议》自本次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
生效。自投资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与鲁泰道路共
同开立的银行共管账户内（该账户以鲁泰道路名义开立，但应当预留公司和鲁泰道
路各自的印鉴，未经公司和鲁泰道路同意并加盖印鉴章，账户内资金不能支取）支
付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款项的 50%，即人民币 1,842.5 万元。
公司向鲁泰道路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项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鲁泰道路配合
飞源气体、南大光电完成将转让股权全部变更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签
署相应文件。在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银行账户共管将自动
撤销。
自转让股权全部登记至公司名下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鲁泰
道路自有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剩余的 50%，即人民币 1,842.5 万元。
（2）增资的支付方式
自鲁泰道路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公司以现金方式
向公司与飞源气体共同开立的银行共管账户内（该账户以飞源气体名义开立，但应
当预留公司和飞源气体各自的印鉴，未经公司和飞源气体同意并加盖印鉴章，账户
内资金不能支取）支付本次增资款项的 50%，即人民币 10,500 万元。
公司按照上述约定向飞源气体支付第一期增资款项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飞源
气体配合公司完成增资标的股权登记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签署相应文
件。增资工商登记变更全部完成后，银行账户共管自动撤销。前述增资的工商变更
登记完成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飞源气体支付第二期增资款（本次增资
款总额的 40%），即人民币 8,400 万元。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公司向飞源气体支付第三期增资款（本次增资款总额的
10%），即 2,100 万元。
4、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过渡期间（指自交易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全部期间）目标公司产生的盈利由本
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过渡期间目标公司产生的亏损由目标公司原股

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5、业绩承诺、补偿及超额奖励
（1）业绩补偿
飞源气体股东宋学章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净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飞源气体母公司的净利润，以公司聘请的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总和不低于
11,380 万元，其中 2021 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6,551 万元。
如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飞源气体 2021 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6,551 万
元，且 2019-2021 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宋学
章同意以现金方式就 2021 年实际净利润与 6,551 万元之间的差额以及 2019-2021 年
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与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的较高者的 57.97%对公
司进行补偿；
如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飞源气体 2021 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6,551 万
元，但 2019-2021 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宋学
章同意以现金方式就 2021 年实际净利润与 6,551 万元之间的差额部分的 57.97%对
公司进行补偿；
如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飞源气体 2021 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 6,551 万
元，但 2019-2021 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2019—2021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宋学章同意以现金方式就 2019-2021 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与 2019—2021 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部分的 57.97%对公司进行补偿；
如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飞源气体 2021 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 6,551 万
元，且 2019-2021 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宋学
章无需承担补偿责任。
（2）业绩奖励
为进一步提高飞源气体实现业绩承诺的积极性，为飞源气体股东创造更高的投
资回报，如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飞源气体 2021 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 6,551
万元，且飞源气体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的，对于飞
源气体累计实现的超额净利润部分的 70%，目标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并购重组业绩补偿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规定对飞源气体核心业
务和技术团队进行奖励，具体奖励方案由宋学章拟定并经飞源气体股东会及公司董
事会批准后实施。奖励下发后，飞源气体将拟定增资计划，获得奖励人应当将奖励
金额优先用于认购飞源气体增资股权（具体以届时公司履行股权激励决策程序后确
定的价格为准）。
6、担保安排
目标公司股东宋学章承诺，以其持有目标公司的 1,188 万股股权为其在《投资
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包括因责任方违反《投资协议》约定引起的宋学章的
偿付义务、利息及业绩承诺与补偿义务等）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至《投资协议》
约定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期满且宋学章的付款义务全部偿付之日止。
青岛飞源化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青岛飞源化石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宋学章上述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如宋
学章出现上述任何应履行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时，公司有权直接向青岛飞源化石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追偿宋学章应当承担的补偿义务。
7、飞源气体或有负债
飞源气体或有负债系指因交割日之前的原因使飞源气体在交割日之后遭受的负
债，而该等负债未列明于目标公司法定账目中也未经各方确认，以及虽在飞源气体
财务报表中列明，但实际负债的数额大于列明数额的部分以及飞源科技分立设立飞
源气体过程中，飞源科技原债权人向飞源气体主张连带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债务、
责任。
交割日后飞源气体遭受或有负债，飞源气体股东宋学章承诺以其个人资产对前
述或有负债的赔偿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8、飞源气体的人员安排及治理架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律
主体资格不发生变化。飞源气体将改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5 人，其中公司提名
3 名董事（含董事长），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及目标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职权。飞源
气体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仍由宋学章担任，经董事会依法聘
请，并享有《公司法》及目标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管理权。飞源气体财务负责人由

公司委派，现有核心管理人员与飞源气体签署服务期（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算）
不少于 5 年的《劳动合同》。
9、本次交易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全部采用现金方式支付，资金来源为公司首发上市时的超募资金及其
他自有、自筹资金。
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问题；本次交易不涉及本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变动。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飞源气体作为国内 NF3 重要供应商中唯一民企，在 NF3 产品的制备、充装、安全
生产、质量控制、安全运输等方面已取得了全面突破，并通过为国际领先企业批量
供货，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和客户服务经验。
团队拥有 20 年氟化工工程经验，具有创业企业的降本增效能力及工艺方面的后
发优势，其初期投资、成本控制、产品工艺持续革新能力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
司持续研发能力较强，已经完成多种关键含氟电子材料的产业化准备。
南大光电是国内电子材料行业领军企业，双方在客户、技术、管理、资本等领
域，均存在较强的协同性。本次交易，一方面将大幅增强飞源气体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也对南大光电电子特种气体业务的布局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2、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七、存在的风险
1、管理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不同企业存在不同的
管理模式、管理思路和管理风格，企业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管理整合过程中存

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一方面稳定骨干团队，保持股份收购前
后飞源气体的经营顺畅有序，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企业的融合，根据飞源气
体的实际情况，结合上市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合理地进行制度完善，形成有序、
高效的工作机制，减少管理整合风险。
2、标的资产评估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为飞源气体 57.97%股权。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估
值，最终估值结论为飞源气体的全部股权投资价值为 21,600 万元人民币。标的公司
的交易定价以标的公司资产估值结果为依据，在考虑标的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
因素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考虑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可能影响标的
公司盈利能力，本次投资可能面临估值风险。
3、标的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的风险
飞源气体股东宋学章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净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飞源气体母公司的净利润，以公司聘请的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总和不低于
11,380 万元，其中 2021 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6,551 万元。上述盈利预测承诺是基于行
业发展前景及标的公司近年来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所做出的预测承诺，
如果标的公司在盈利预测承诺期内的经营情况未达预期，可能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实
现，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水平，提请投资者关注标的公司承诺
业绩未能实现的风险。
4、商誉减值的风险
由于本次股权购买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在交
易完成后，公司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该等商誉不作摊销处
理，但需要在未来各会计年度期末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未达
预期，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八、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采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57.97%股权是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决定，有利于公司的业务拓展，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的需要。
本次交易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除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与公
司及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主体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
突，具有独立性，且选聘程序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评估机构在评估过
程中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
实际情况。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
依据，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能够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本次交易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采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
司 57.97%股权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4、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闽联合中和评咨字
（2019）第 6023 号】《基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整合山东飞源气体有
限公司股权投资价值估值报告》；
5、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会字（2019）第 6005 号）
《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净资产审计报告》；
6、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会字（2019）第 5484 号）

《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 月 1 日-7 月 11 日模拟
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
7、《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之投资
协议》；
8、《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并购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