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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供应链运作能力、建立高效协同的零供关系，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28,371 万元受让苏宁
润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润东”）所持有的努比亚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努比亚公司”）4.90%的股权。
2、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苏宁润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之全资子公司苏
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控股”）的控股子公司。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张近东先生在董事会表决时未行使表决权。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认同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保荐
意见。
依据苏宁润东与努比亚公司及其股东签署的交易文件，苏宁润东有相应的权
利向公司转让努比亚公司 4.90%的股权。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苏宁润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罗山路 1502 弄 14 号 403-2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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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16 日
苏宁润东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苏宁润东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新设，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苏宁润东净资产 1197.48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2.52 万元。（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苏宁润东为公司关联方苏宁控股的控股子公司，苏宁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近东先生控制的企业，依据深交所上市规则，苏宁润东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环大道 9018 号大族创新大厦 A 区 6-8 层、10-11
层、B 区 6 层、C 区 6-10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874.83 万元
设立时间：2001 年 9 月 12 日
努比亚公司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控股子公司，
主营手机业务，及经营物联网产品/技术业务、移动增值业务。
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兴通讯
苏宁润东
萍乡市英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苏宁云商
合计

交易前持股比例
60.00%
33.33%
6.67%
100%

交易后持股比例
60.00%
28.43%
6.67%
4.90%
100%

2、努比亚公司最近两个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4 年度
432,182
20,641
2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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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度
585,461
21,360
27,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项目
资产总额
应收账款
负债总额
净资产

36,913

-52,823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44,031
55,460
210,999
133,032

2015 年 12 月 31 日
578,481
73,221
231,365
347,116

注：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2015 年 12 月 30 日，苏宁润东与努比亚公司股东签订《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暨战略投资协议》，苏宁润东以 19.30 亿元取得努比亚公司 33.33%股份。
经公司与苏宁润东友好协商，苏宁润东将其持有努比亚公司 4.90%股权按照
苏宁润东本次投资的成本价格向苏宁云商进行转让，苏宁云商需向努比亚公司支
付增资款 28,371 万元。
苏宁润东投资努比亚公司的估值和对价参考相关行业可比公司及可比交易
的估值情况，以及与努比亚公司股东各方沟通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苏宁润东签订《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1、协议各方
（1）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苏宁云商”）。
（2）苏宁润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宁润东”）。
在本协议中，苏宁云商以及苏宁润东合称为“双方”，单独称为“一方”。
鉴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苏宁润东和萍乡市英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就目标公司增资及引入投资人苏宁润
东事宜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签署了《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战略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苏宁润东投资 193,000 万元（以
下简称“增资价款”），用以认购目标公司 33.33%的股权。目前苏宁润东持有目标
公司 33.33%的股权。
根据《增资协议》，苏宁润东有权将其在《增资协议》项下的权利、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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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转让给其关联方或者指定其关联方作为本次投资的最终投资主体并承接本
协议项下苏宁润东的权利和义务。
2、股权转让以及对价
苏宁润东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581.87 万元对应的 4.90%的股权（连
同其上现在附有的或以后任何时候可能附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以下简称“转
让股权”）转让给苏宁云商，苏宁云商同意受让前述转让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股权转让”）。双方确认并同意，苏宁云商受让转让股权且同时受让转让股权对应
的全部出资义务，苏宁云商应向目标公司支付人民币 28,371 万元；且无需向苏
宁润东支付价款。
3、股权转让后权利义务的承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苏宁云商将持有目标公司 4.90%的股权，苏宁云商就
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而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并承继苏宁润东
于《增资协议》项下持有该等股权对应的权利且同时承担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为
明确起见，如因苏宁润东自身的原因导致违反《增资协议》而产生相应的责任和
义务，苏宁云商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4、协议的生效和修订
本协议各方已就本次股权转让做出内部权力机构的决议或决定，批准本次股
权转让。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各方
应以书面协议的方式对本协议进行修改和补充。
5、其他
受让方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苏宁润东有权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
权向其关联方转让，届时苏宁云商将同意前述转让且放弃优先购买权。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战略投资努比亚，双方将在商品供应链、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方
面加强合作，进行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协同发展。
公司将与努比亚公司加强在商品供应链方面的合作，积极构建基于 C2B 的商
品供应链模式，进一步提高供应链效率，保障产品经营的附加值。
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入口具有重要价值，公司高度认同努比亚品牌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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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行业的品牌影响力，公司可将苏宁易购、苏宁易付宝进行植入推广，将有
助于公司获得用户，提升公司移动端推广能力；
努比亚公司在智能硬件、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拥有的较强的技术优势，双
方合作将进一步助推公司在智能手机、智能硬件、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方面的突
破，逐步形成物联网、智能家居、无线增值服务等完整业务生态链。
苏宁拥有的 020 渠道优势、平台优势、服务优势，也将开放给努比亚公司，
双方开展深度的营销推广，提升努比亚品牌知名度及覆盖度，提升努比亚产品综
合竞争力，这也有利于投资价值的实现。
综上来看，本次公司取得努比亚公司 4.90%股权，符合双方发展目标，不会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苏宁润东投资努比亚公司的估值和对价参考相关行业
可比公司及可比交易的估值情况，以及与努比亚股东各方沟通协商确定，本次交
易苏宁润东按照取得努比亚公司股权认购价款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公司董
事会认为交易合理，关联交易公允，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 年 3 月，公司与苏宁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苏宁润
东 10%股权作价 152.22 万元转让给苏宁控股（作价基础为苏宁润东 2016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净资产的 10%），附属股权的相关股东权利义务随股权转
让而转让。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本次受让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独立董事一致认
为：
（1）通过本次交易，有助于提升公司商品差异化采购能力，提升供应链管
理效率，加速业务发展；
（2）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
通过，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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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
格公允，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受让关联方苏宁润东持有的努比亚公司
4.90%股权。
2、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苏宁云商“受让股权”的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审阅了本次交易定价、交易协议等相关材料，发表意见如
下：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认同意见。
（2）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4、《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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