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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为加快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股份”或“公

司”）子公司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智能”）的发展，公

司拟与控股股东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控股”）、深圳市

广毅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以

现金方式向广田智能增资 2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认缴增资 380 万元，将

以自有资金出资，广田控股认缴增资 798 万元，深圳市广毅创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认缴增资 300 万元、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增资 522

万元，该等增资款将分三期出资完成。 

上述增资事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广田智能注册资本将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3000 万元，广田股份、广田控股、深圳市广毅创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分别为 46%、26.6%、

10%、17.4%。 

2、本次交易共同投资方包括广田控股、深圳市广毅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叶远西持

有广田控股 80%股权，广田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深圳市广毅创投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董事长范志全，有限合伙人为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叶远东，为公司董事控制的企业；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董事叶嘉许，有限合伙人为广田智能技术团队



核心成员刘明岩、马鸿星、徐和平、陈浩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范志全、叶远东、叶嘉许作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其余 6 名董事参加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在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

必要的调查，签署了事前书面认可文件，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手及关联方介绍 

本次增资方包括广田股份、广田控股、深圳市广毅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7 月 14 日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1003 号京基东方都会大厦 1-2 层 

法定代表人：范志全 

注册资金：51717.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承担境内、外各类建筑（包括车、船、飞机）的室内外装饰工程

的设计与施工；承接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各类型建筑幕墙工程、

金属门窗的设计、生产、制作、安装及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消防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家具和木制品

的设计、生产和安装；建筑装饰石材加工、销售及安装；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服

务；建筑装饰软饰品设计、制作、安装以及经营；新型环保材料的技术研发、生

产及销售（以上各项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审批的项目，

涉及有关主管部门资质许可的需取得资质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广田股份资产总额 88.37 亿元，所有者权益 37.50

亿元。2013 年度广田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86.91 亿元，净利润 5.28 亿元（以上数

据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广田股份资产总额 104.34 亿元，所有者权益 40.56

亿元。2014 年 1-9 月份广田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65.11 亿元，净利润 3.31 亿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1 月 9 日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沿河北路 1002 号瑞思国际大厦 A 座 2301 

法定代表人：叶远西 

注册资金：1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持股比例：叶远西 80%、叶嘉铭 10%、叶嘉乐 10%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各项均不

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从事担保业务；投

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和专卖商品）；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

产信息咨询；自有物业租赁。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广田控股资产总额 116.41 亿元，所有者权益 34.71

亿元。2013 年度广田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87.26 亿元，净利润 2.97 亿元（以上数

据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广田控股资产总额 143.91 亿元，所有者权益 38.80

亿元。2014 年 1-9 月份广田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65.68 亿元，净利润 2.36 亿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3、企业名称：深圳市广毅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2 日 

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科园路 1003 号软件产业基地 4 栋裙楼 515

房-2 

执行事务合伙人：范志全 



认缴出资总额：300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范志全 0.3333%，叶远东 99.6667%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

资管理，企业管理。 

深圳市广毅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 年 3 月，尚未开展业务，

暂无经营和财务数据。 

4、企业名称：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16 日 

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科园路 1003 号软件产业基地 4 栋裙楼 515

房-1 

执行事务合伙人：叶嘉许 

认缴出资总额：522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刘明岩 86.0153%、陈浩伟 4.5977%、徐和平 4.5977%、马鸿星

4.5977%、叶嘉许 0.1916%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受托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企业管理（以

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均为广田智能管理或技术人员，

主要简历如下： 

叶嘉许，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任深圳市东和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刘明岩，现任广田智能 CTO。2011 年-2014 年任腾讯公司云平台产品中心总

监及平台部资料与关系链中心总监，负责腾讯云系统的建设与管理，腾讯云开放

平台的技术支持，2012 年获重大技术突破奖。先后担任智能硬件及前端设计团

队负责人，T4 级技术专家，公共组件蜂巢项目负责人，擅长软硬件设计与技术

分析。曾参与多项国家 863 项目，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技术项目的设计与开发 ，

主导设计 AntiDDos 反拒绝服务流量牵引系统。对操作系统虚拟化，行业大数据

与智能硬件有深度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精通多种操作系统下的研发设计，拥

有多年丰富的大型分布式网络开发与管理经验；熟悉 IOS xcode 上的 LBS、SNS



等应用开发技术；拥有多年 Linux，SunOS 与 Windows 系统下的核心研发经验；

设计过大型网络流量牵引系统与分布式负载管理系统；擅长创意开发与各类电子

电路系统；对操作系统虚拟化、大数据与智能硬件行业进行过深度研究，有着丰

富的实践经验。 

马鸿星，十五年以上智能化系统设计、管理经验，拥有丰富的智能化系统施

工管理经验，曾参与并负责大型智能化系统项目的设计，并作为主要编制人之一

参与国家标准《居住用综合信息接入箱技术要求》的编制工作，探索智能建筑节

能减排的相关研究，尤其在智能建筑楼宇控制系统、建筑智能照明系统及暖通新

技术与节能减排等领域，并积极推广到实际项目运用中。 

徐和平，从事智能化行业十余年，熟练掌握行业标准，熟悉相关产品，并先

后担任过一线技术人员、项目经理、分公司总经理、工程总监、总工程师等职位，

多次经历了从项目跟踪、投标、项目管理直至最后竣工交付等全过程。对于团队

管理及项目管理、施工图设计与审核、项目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成本控制等均

已熟练掌握。 

陈浩伟，在安防系统、楼宇自控系统、建筑智能管理（BMS）的软、硬件

调试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曾参与能量管理系统（EMS）的研发。目前负责广田智

能投标技术支持、方案编写、产品选型、现场技术服务等工作。 

深圳市广峰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 年 2 月，尚未开展业务，

暂无经营和财务数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19 日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1003 号京基东方都会一层 119--3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叶嘉许 

增资前经营范围：境内外建筑智能化系统和工业自动化系统的方案咨询、规

划设计、产品研发、设备提供、安装施工和相关技术服务；能源管理产品的研发

及销售；提供能源监测，节能咨询服务；智能照明节电器及 LED 灯的研发和销

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金属材料、建材、机电产品、五金交电、仪器仪表、



计算机及其配件的销售；劳务派遣；从事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增资后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网络技术

与电子技术信息咨询、电子商务技术开发、互联网金融服务；智能控制产品软件

及硬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及咨询服务、网络工程；承接建筑智能化系统和

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技术咨询；提供能源监测、节能咨询服务。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2、与公司股权关系：本次增资前，广田智能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3、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广田智能资产总额 806.17 万元，所有者权益 729.44

万元。2013 年度广田智能实现营业收入 211.98 万元，净利润-198.48 万元（以上

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广田智能资产总额 608.25 万元，所有者权益 592.68

万元。2014 年 1-9 月份广田智能实现营业收入 4.52 万元，净利润-136.76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4、增资前后，广田智能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进度如下： 

  增资前 
增资额

（万元） 
三次出资安排 

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增资后

（万元） 
出资比例 

广田股份 1000 100% 380 —  —  380 1380 46.0% 

广田控股 —  —  798 159.6 239.4 399 798 26.6% 

广毅 —  —  300 60 90 150 300 10.0% 

广峰 —  —  522 104.4 156.6 261 522 17.4% 

合计 1000 100% 2000 324 486 1190 3000 100.0%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能为广田智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增强广田智能资金实力和企业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广田智能的研发能力和业务承接能力，是公司经营理念及范

围的有效延伸。 

广田智能增资后，将充分利用公司多年来在住宅精装修领域积累的资源优势

并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继续建设大装饰平台，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 

本次增资完毕后，广田智能主要技术团队成员持股，能够提升团队成员工作



积极性、维持团队稳定性，有利于激励团队成员不断研发智能家居领域的新技术

和新产品，有利于广田智能的长期发展；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高管

增资入股，进一步提供资金支持，将推动广田智能迅速发展。 

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广田智能 46%的股权，仍为第一大股东。本次增资有

利于提升公司在建筑智能化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发展水平，符合公司推进新型平

台化战略的要求，有助于实现经营模式转型升级，推动公司业务迅速开拓。 

本次增资事项，公司已做了可行性研究与分析，投资风险可控，对公司财务

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广田智能资产总额 608.25 万元，净资产 592.68 万

元，每股净资产 0.59 元；经各方股东协商，本次增资按每股 1 元定价，由各方

股东按比例缴足出资 2000 万元。本次增资定价高于每股净资产，且各股东同股

同权，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