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6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166 号），公司就关注函所涉及的有关问题逐项进行
了认真核查，现将关注函具体内容披露如下：
问题一、福尔达、福宇龙、福太隆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9,442 万元、
6,269 万元、1,714 万元，你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31,672 万元。请说
明你公司出售上述三家盈利能力良好的公司的具体原因，出售后对你公司生产
经营、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回复】
（一）出售三家公司的具体原因
公司于 2014 年通过向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尔达投
资”）、龚斌、龚福根等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取得福尔达、福太隆以及
福宇龙（以下简称“福系三公司”）三公司的股权，其中公司向福尔达投资发行
8,204 万股，向龚斌发行 2,734 万股，向龚福根发行 669 万股，后公司实施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现福尔达投资
持有公司股票 16,408 万股，龚斌持有公司股票 5,468 万股，龚福根持有公司股票
1,338 万股，福尔达投资目前为公司第三大股东，龚斌为公司第四大股东，龚福
根为公司第七大股东。公司拟出售福尔达等公司的原因如下：一方面，福尔达投
资曾向公司管理层表达回购福系三公司股权的意愿，另一方面，公司目前正积极
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需要较多的前期资金投入，出于尊重股
东意愿和实施公司战略的需要，公司按照《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审议了出售福系三公司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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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出售后对公司生产经营、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关于转让
公司持有的福宇龙和福太隆两公司股权的议案》和《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福尔达
公司股权的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问题二、请结合你公司发行股份收购上述三家公司时交易双方约定情况，核实
是否存在在业绩承诺期内出售标的资产的情况。
【回复】
2014年5月，公司与福尔达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并与福尔达投资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2014年8月，公司与福尔达
投资签订了《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公司与福尔达投资约定若收购交易实施
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即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
年度（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业绩补偿期间顺延），福尔达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不足利润预测数（2014年度、2015
年度和2016年度利润预测数分别为13,079万元、14,636万元和15,781万元），福
尔达投资应向公司做出补偿。截止2014年10月28日，福尔达的股权已经全部变更
至公司名下，福尔达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业已办理完毕，该交易于2014年实
施完毕。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3月6日出具的《关于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补偿执行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福尔达业绩
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业绩承诺数

13,079

14,636

15,781

业绩实现数（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3,579

14,953

21,091

500

317

5,310

103.82%

102.17%

133.65%

差异
实现程度

据此可知，公司与福尔达投资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为2014年至2016年，且福
尔达的业绩实现数高于业绩承诺数，公司不存在在业绩承诺期内出售标的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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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问题三、上述三家公司股权评估值合计为 28 亿元，占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
资的 55%。请说明你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判断依据。
【回复】
（一）相关法律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
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超过5000 万元人民币。
购买、出售资产未达到前款规定标准，但中国证监会发现存在可能损害上市
公司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的，可以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责令上市公司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暂停交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或者其他证
券服务机构补充核查并披露专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计算本办法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
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
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出售股权导致上市公司丧失被投
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
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二）本次资产出售情况
福系三公司和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的有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福尔达

89,801.99

57,620.18

121,1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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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太隆

19,373.78

12,920.06

17,971.72

福宇龙

41,376.30

29,549.28

48,231.38

150,552.07
1,084,424.65
13.88%

100,089.52
511,702.12
19.56%

187,382.58
568,824.01
32.94%

福系三公司小计
上市公司
比例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十四条，公司本次拟出
售的福系三公司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以及资产净额合计数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中对应指标的比例均未达到的 50%。同时，经公司测算，
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出售的累计金额亦未达到同期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中对应指标的 50%，故公司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问题四、关于出售深圳五洲龙、江苏卡威、长春新能源股权，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以下内容：
（1）上述三家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出售的金额、
交易对手方情况；（2）未经董事会审议而是通过临时提案的方式直接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原因及合规性，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福尔达投资作为公司持股 3%以上股东，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向公司提交了
《关于向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
临时提案的函》，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发出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将福尔达控股提请的临时提案《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深圳五洲龙、
江苏卡威、长春新能源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一）主要财务数据
1、深圳五洲龙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12-31 或 2017 年度

2018-3-31 或 2018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332,735.29

321,032.94

负债总额

223,967.62

216,194.42

所有者权益

108,767.67

104,838.52

营业收入

36,401.04

0.85

营业利润

-21,238.43

-4,0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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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7-12-31 或 2017 年度

净利润

2018-3-31 或 2018 年 1-3 月

-19,706.58

-3,929.15

734.80

39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注：上述 2017 年财务数据业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
计，2018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江苏卡威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12-31 或 2017 年度

2018-3-31 或 2018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199,369.29

172,983.68

负债总额

157,040.46

134,099.75

所有者权益

49,201.91

43,969.96

营业收入

44,268.01

3,149.79

营业利润

-11,748.94

-4,176.69

净利润

-10,823.76

-3,345.03

9,417.31

3,43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3、长春新能源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12-31 或 2017 年度

2018-3-31 或 2018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38,057.90

37,390.07

负债总额

21,679.39

21,545.40

所有者权益

16,378.51

15,844.67

营业收入

1,382.05

-

营业利润

-5,367.62

-532.79

净利润

-5,342.32

-53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5.43

-134.99

注：上述 2017 年财务数据业经吉林中发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18 年 1-3 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出售金额及交易对方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尚未启动上述三家公司股权出售相关事宜，公司
持有的上述三家公司股权的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方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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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原因、合规性及律师核查意见
2018 年 5 月 17 日，公司收到股东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尔达投资”）提交的《关于向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该函件主要内容为：提议公司董事会在
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审议事项中增加《关于转让上市公司持有的深圳
五洲龙、江苏卡威、长春新能源股权的议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102 条的规定“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
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京威股份《公司章程》第 55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
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
时提案的内容。”
本次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为福尔达投资，截至提案日，福尔达投资持有京威
股份 10.94%的股权且在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的临时提案，
提案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京威股份《公司章程》第 112 条规定“公司重大交易事项、关联交易或投资
项目按本章程规定还需股东大会批准的，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本次出售深圳五洲龙、江苏卡威、长春新能源股权虽系公司股东以临时提案
的方式提出，但京威股份在收到股东的临时提案后立即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将公司股东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请的临时提
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对该临时提案进行了审议，并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因此，本次出售深圳五洲龙、江苏卡威、长春新能源股权的事项虽由公司股
东以临时提案提出，但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
违反《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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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股东福尔达投资就本次出售深圳五洲龙、江苏卡威、长春新能源股权
事宜提出临时提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所履行的程序合
法合规，未违反《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经董事会审议将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原因及合规性发表了意见，详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166 号《关注
函》事宜的专项律意见书》。
问题五、列示最近一年你公司已出售和拟出售的资产情况，说明相关资产出售
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未来发展规划。
【回复】
（一）最近一年公司已出售和拟出售的资产情况
1、宁波京威等公司股权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宁波京威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7%股权及其项目产业基金 18%股权>
的议案》和《关于<转让宁波正道京威控股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2018 年
4 月 16 日，公司与北京致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致云”）签署了
《关于宁波京威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宁波正道京威控股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与上海弘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弘吾”）签署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将公司持有的宁波京威动力
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京威”）27%股权按照公司原始出资额 5.4 亿元（即
公司已出资金额 5.4 亿元）转让给北京致云；将公司所持有的宁波正威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8%的合伙份额以 0 元（即已出资 0 元）转让给上海弘吾；
将公司所持有的清洁能源整车项目母公司宁波正道京威控股有限公司 50%股权
按照原始出资额 2,000 万元（即公司已出资金额 2,000 万元）转让给北京致云。
有关本次资产出售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公告的《关于转让宁波电池
项目及宁波整车项目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和《关于转让宁
波电池项目及宁波整车项目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2、北京基地不动产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和 2018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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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出售
部分不动产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北京生产基地搬迁后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政府
回购的议案》。北京基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永路（天堂河段）70 号，有关出售
北京基地不动产的情况请参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公告的《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4）、
《北
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8-092）和《关于公司北京生产基地搬迁后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政府
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3）。
为响应政府号召，适应新时期北京工业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同时满
足公司全国基地布局的发展规划需要，公司北京基地目前已经全部搬迁至江苏无
锡和河北秦皇岛南北两个重要生产基地。根据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人民政府向公
司作出《关于国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转让相关事宜的的函》，北京基地不动产将
由政府回购。本次回购的交易对方由政府确定为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基地相关不动产出售所得款项将在扣除税费后预计优先用于职工安置、
搬迁费用等。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未来发展规划
1、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目前是一家为乘用车提供内外饰件系统、关键功能件、智能电子集成控
制系统的综合制造商和综合服务商，主要为中高档乘用车提供产品配套研发和相
关服务，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
司所属行业为 C36 汽车制造业。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乘用车外饰件系统、乘
用车内饰件系统、汽车关键功能件和汽车智能电子系统。自 2015 年，通过股权
合作方式，公司参股五洲龙、江苏卡威、长春新能源等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专
注于新能源汽车增程器研发生产的达思灵公司，进行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布局。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已将北京基地搬迁至江苏无锡和河北秦皇岛南北
两个重要生产基地，搬迁完成后，生产设备自动化水平显著提高，产能得以提升，
销售保持稳步增长。公司出售北京基地不动产不会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和产品结
构造成影响。
2、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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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一家中德合资的乘用车内外饰件系统综合制造
商和综合服务商。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夯实主业，同时基于新能源汽车良好的市场
前景以及公司在汽车行业多年的经验积累，公司亦将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未来的
重要发展战略方向。
问题六、2018 年 5 月 19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请说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你公司章程的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法》第 102 条规定：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
案后 2 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第 118 条规定“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当提前 5 日发
出书面通知，通过专人送达、传真、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董事、
监事以及其他与会人员。紧急需要召开董事会会议时，会议通知可以不受上述时
间和方式限制，但需要在会议召开前征得全体董事的一致同意或确认，召集人应
当在会议上作出相应说明，并载入董事会会议记录”。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收到股东福尔达投资提交的《关于向北京威卡威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根据上
述规定，公司应当在 2 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此，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中，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综上，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通知期限的议案》合规性发表了专项意见，详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166 号《关注函》事宜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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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七、请梳理你公司最近一年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情况，包括历次会议的参
会人数、投票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分歧以及解决措施。
【回复】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最近一年共召开 21 次董事会和 6 次监事会。
（一）参会情况
1、董事会参会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董事汉斯·皮
特·克鲁夫特和吉多·格兰迪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董事会。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董事汉斯·皮
特·克鲁夫特和吉多·格兰迪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董事会。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董事龚斌缺
席本次董事会。
除前述三次董事会存在部分董事缺席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9 名成员均出
席了公司在最近一年召开的其他所有董事会。
2、监事会参会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3 名成员均出席了公司在最近一年召开的所有监事会。
（二）投票情况
1、董事会投票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董事汉斯·皮
特·克鲁夫特和吉多·格兰迪对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中《关于公司 2017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关于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相关事项的议案》和
《关于在秦皇岛投资建设 30 万台新能源整车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投弃权票。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董事汉斯·皮
特·克鲁夫特和吉多·格兰迪对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取消原关于<2017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和《关于<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投弃权票。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董事汉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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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克鲁夫特和吉多·格兰迪对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反对票。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董事斯·皮
特·克鲁夫特、吉多·格兰迪和龚斌对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拟出售
部分不动产的议案》投弃权票。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董事斯·皮
特·克鲁夫特、吉多·格兰迪和龚斌对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中《关于转让公司
持有的福尔达公司股权的议案》和《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福宇龙和福太隆两公司
股权的议案》投反对票，董事斯·皮特·克鲁夫特和吉多·格兰迪对本次董事会所审
议的议案中《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投反对票。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董事李璟瑜
对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中《关于将公司股东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
请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议案》投反对票。
公司最近一年共召开 21 次董事会，除前述所列示情况和因审议关联事项相
应董事回避表决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9 名成员对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均投赞成
票。
2、监事会投票情况
公司最近一年共召开 6 次监事会，除因审议关联事项相应监事回避表决外，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3 名成员对监事会所审议的议案均投赞成票。
（三）分歧情况和解决措施
1、董事会分歧情况和解决措施
（1）分歧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9 名成员对其最近一年所表决的议案的分歧情况请参见
本题回复“（二）1、董事会投票情况”，有关分歧的具体原因请详见公司披露的
历次董事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有权对董事会
会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独立、审慎地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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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位董事基于对公司目前的经营财务状况和对未来战略发展所考量的角度
不同，就董事会所审议的议案有权独立地发表其意见。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将
严格按照董事会的决议执行相关经营管理决策。
（2）解决措施
就公司董事会成员对所表决的议案出现分歧的情况，一方面，在召开董事会
前，公司管理层将向各位董事及相关人员提供更加全面的会议材料，以使其对所
审议的议案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另一方面，在召开董事会时，董事会就有分歧的
议案进行充分商讨，听取各位董事就所审议议案的意见，董事会成员充分沟通公
司未来发展战略并争取达成战略一致。公司董事会尊重每一位董事根据自身意愿
所作出的投票结果。
2、监事会分歧情况和解决措施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3 名成员对其最近一年所表决的议案不存在分歧。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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