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17-066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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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江钢琴”）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
广州珠江艾茉森数码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员工持股
方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7 月 6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广州珠
江艾茉森数码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员工持股方案的
公告》。
本次广州珠江艾茉森数码乐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茉森”）增资扩
股事项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开征集合格投资者，目前艾茉森增资扩
股事项在广州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程序已经完成，近期广州产权交易所对艾茉森
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广州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基本信息
1、交易编号：GZ2017DK500001
2、挂牌起止日：2017 年 7 月 28 日至 2017 年 9 月 21 日
3、委托方名称：广州珠江艾茉森数码乐器股份有限公司
4、投资方名称：揭阳市创盛电子有限公司等 36 家投资方
5、交易标的名称：广州珠江艾茉森数码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拟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018.40 万元，对应股份数 841 万股。
6、交易方式：竞争性谈判
7、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
8、成交价格：人民币贰仟零壹拾捌万肆仟元整（20,184,000.00 元）

9、合同签订情况：所有认购方与艾茉森均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签署《增资
协议书》
《增资协议书》核心条款：
（1）艾茉森增资事宜已获得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过，并取得其他所须的
一切授权、批准；
（2）认购方认购股份资金为自有的、来源合法的资金；
（3）本次认购方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即艾茉森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日起 36 个月内，认购方不转让本次股份认购
取得的艾茉森新增股份；艾茉森本次增资扩股完成之日至艾茉森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日期间，认购方亦不转让本次股份认购取得
的艾茉森新增股份。
（4）艾茉森应于本次增资完成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
记，将认购方登记为艾茉森股东。
10、交易机构意见：经审核，本次交易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产权交易规
则的规定，各交易主体进行本次交易的行为符合交易的程序性规定，相关资料齐
备。
11、投资方名单：艾茉森增资扩股项目股份认购明细表
序号

投资方

1

刘春清

2

广州广泰新
业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3

广州艾茉森
二号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4

广州艾茉森
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购股份(股) 投资金额（元）
500000

1000000

1130000

2420000

1200000

类别

基本情况

原始股东

—

2400000

机构投资
者

2712000

管理层及
核心员工
持股平台

5808000

管理层及
核心员工
持股平台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6001 房 B 单元（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曹之真；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经营范围：资本市场服务。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广州市增城永宁街香山大
道 38 号 1 号楼、厂房（自编号 3 号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智球；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广州市增城永宁街香山大
道 38 号 1 号楼、厂房（自编号 3 号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黎龙添；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5

广州念琴乐
器有限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6

温州艺家琴
行有限公司

50000

120000

战略
投资者

7

上海于斯乐
器有限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8

江苏寒舟乐
器批发有限
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直
街 1 号大院自编第 1 幢 501 房（可作
厂房使用）；
法定代表人：颜小康；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批发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温州市车站大道 51、53、55、
57、59、61 号；
法定代表人：陈辛革；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电子产品（不含电
子出版物）、教具、教学仪器、教学
健身器材、家具、文具、办公耗材、
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游乐设备、
橡胶地垫跑道的批发、零售、施工（凭
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乐器租赁，场
地布置，乐器调律维修服务，教学实
验设备的开发（不含生产），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4755 弄 98
号第二幢 A-06 室；
法定代表人：沈龙；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音响设备的租赁、
维修、销售，文体用品、日用百货、
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专用产品）的销售。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淮安市淮安区南门大街环城路
头北侧；
法定代表人：韩正诗；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批发；音乐器材生产、
销售；体育器材、美术器材、卫生教
学器材、健身器材、教学用品、教学
仪器、教学设备、办公用品、办公家
具、办公设备、多媒体电教设备、理
化生实验室设备、科学探究实验室设

9

哈尔滨爱琴
海琴行有限
公司

20000

48000

战略
投资者

10

湛江市欧亚
乐器有限公
司

50000

120000

战略
投资者

11

信诚立飞（北
京）商贸有限
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12

成都海都乐
器有限公司

80000

192000

战略
投资者

备、通用技术实验室设备、黑板、数
字化一体机、电子白板、不锈钢制品、
服装、课桌椅、餐桌、学生床、幼儿
玩具生产、销售；书报刊零售（须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音乐器材维
修；展览展示活动；教育咨询服务。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204 号；
法定代表人：李淑华；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电子产品、文教用
品、计算机软硬件、舞台设备及灯光
音响、办公用品、实验设备、教学仪
器设备、体育器材。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
住所：湛江市赤坎区教育路 23 号 7 幢
102 房；
法定代表人：柯智艳；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销售：乐器、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体育用品；文化娱乐活动策划推广，
艺术培训，乐器安装及维修。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东里甲 8
号 113 室；
法定代表人：魏敬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五金交电、通讯设备、日用品、
乐器、建筑材料、针纺织品；承办展
览展示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龙江路 14 号 1 幢
1 层 4 号；
法定代表人：李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乐器、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教学设备、实验室设备；
音乐课外辅导；乐器维修。

13

深圳市润城
乐器有限公
司

120000

288000

战略
投资者

14

山东省雷鸣
教学设备有
限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15

郑州施特劳
斯钢琴有限
公司

110000

264000

战略
投资者

16

陕西侨光乐
器有限公司

50000

120000

战略
投资者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
道园景花园 2 栋 L 单元 326；
法定代表人：贺坚；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乐器配件、玩具、
电子教育产品、实验设备、仪器仪表、
办公设备的购销；国内贸易。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前十街与
琅琊王路交汇处美多现代城 6A 号楼
2-1302 号；
法定代表人：胡晓艳；
注册资本：贰仟零捌万元整；
经营范围：销售：音响器材、健身器
材、教学仪器、游乐器材、舞蹈器材、
卫生教学用具、学生课桌椅、多媒体
教学设备、实验室设备、文化用品、
办公用品、电脑耗材；生产销售：音
乐教学用品、音乐器材、美术器材、
心理咨询器材、体育器材。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北关大街 64 号；
法定代表人：马群波；
注册资本：叁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销售、租赁、维修；
舞台灯光、音响器材的销售；（上述
范围，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审
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前，不
得经营）；教学用品、实验室设备、
办公用品、服装服饰、多媒体设备、
计算机、家用电器的销售；会议会展
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东路
434 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国；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的批发、零售、维修；
器乐、艺术培训（限分公司凭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普通货物运输（危

险品除外）。

17

沈阳市序曲
乐器有限公
司

80000

192000

18

重庆邦楷文
化传播有限
公司

110000

264000

19

南通国乐贸
易有限公司

100000

24000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正阳街
98-1 号 522 室；
法定代表人：胥维武；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中国乐器、西
战略
洋乐器及配件、多媒体设备、教学设
投资者
备、音响及灯光设备、美术用品、玩
具、图书及音像制品、摄影器材、数
码产品、实验室器材、办公家具、办
公用品、运动器材、体育用品、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软件设
计、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服装、鞋
帽批发零售；乐器维修。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华宇广场 73 号
78、73-4 至 6 号；
法定代表人：罗平；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展览
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
舞台演艺设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会展服务，礼仪服务，摄
影服务，酒店管理，计算机网络安装
设计，网站建设及维护，计算机软硬
战略
件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投资者
内外广告，动漫设计；批发及零售：
汽车零部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机电产品、计算机产品、科教设备、
服装鞋帽、音响、乐器、玩具、电子
及数码产品、家具、家居饰品、家用
电器、塑料制品、办公用品、投影摄
影器材、体育健身器材、花卉、通讯
通信设备、教育设备、酒店设备、公
共安全设备，教学仪器；租赁音响；
乐器培训（不含专业艺术院校招考科
目辅导）、乐器维修、钢琴调律。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 住所：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人民路
投资者 C-125 地块综合楼 5 号营业房；
法定代表人：张徐彤；

20

重庆市万州
区晶品琴行
有限责任公
司

90000

216000

战略
投资者

21

成都天禹鸿
图科技有限
公司

80000

192000

战略
投资者

22

盐城布拉特
商贸有限公
司

80000

192000

战略
投资者

23

合肥海知音
乐器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120000

288000

战略
投资者

注册资本：3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及相关配件、音响、
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家
用纺织品销售；乐器维修、保养。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 125 号三
楼；
法定代表人：陈代文；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培训、声乐培训、美
术培训、舞蹈培训、跆拳道培训、武
术培训、散打培训（以上均不含专业
艺术院校招考科目辅导）；个人形象
设计；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销
售乐器及配件（中西乐器）、文化用
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音像制品、
工艺美术品、音乐器材、教学设备、
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零售出版物。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大源北中街 10 号
1 栋 3 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夏小雨；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耗材；销售乐器、体育用品、文化
用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
电子出版物）、健身器材、教学设备、
电子产品、摄像器材、眼镜、钟表、
日用品、五金交电、办公用品、建筑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射阳县城苏农汇丰广场 13 号楼
319 号；
法定代表人：袁召弟；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文具用品、体
育用品（除射击器材）、纺织品、乐
器销售。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合肥市庐阳区长江路 276 号；
法定代表人：李扬秋；

24

上海知音音
乐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20000

288000

战略
投资者

25

贵州柏丽乐
器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26

广州珠江八
斗米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27

易弹乐器（上
海）有限公司

150000

360000

战略
投资者

28

福建省华渔
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200000

480000

战略
投资者

注册资本：贰仟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乐器及配件销售、维修；
多媒体文化用品、音响设备、卫生洁
具销售；LED 电子屏幕、监控系统 、
玩具、广播系统、音乐、体育、美术
产品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国内广
告制作；音乐舞蹈、体育美术教学咨
询；承办各种文艺演出、影视传媒、
文化传播活动。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363 号；
法定代表人：朱文玉；
注册资本：捌仟叁佰陆拾捌万元；
经营范围：中西乐器，电声乐器，舞
台专业音响设备，民用音响器材，乐
器零配件，乐器维修，音响维修，乐
器设备租赁，图书、报纸、期刊、电
子出版物零售，软件开发。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东路 38 号；
法定代表人：张成强；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
东路 38 号。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111-115 号 2708 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杨伟华；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新团路 248 号 13
幢；法定代表人：王昭阳；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智能钢琴的生产，从事乐
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公司自产产
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长乐市湖南镇大鹅村；
法定代表人：郑辉；

29

广州爱乐王
艺术教育有
限公司

50000

120000

30

桐乡市牧野
辉煌艺术策
划有限公司

200000

480000

31

徐州语菲文
化艺术有限
公司

100000

240000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教学软件的开发；教育咨
询（不含出国留学及中介服务）；数
据信息咨询；图书、期刊、报纸、电
子出版物的零售及网上销售；网络系
统的设计、开发、应用以及相关信息
服务；手机新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与销售；通讯终
端和通讯设备的销售；系统集成服务；
虚拟现实产品技术的开发与销售；实
验室设备、机电设备的研发及销售；
机器人的研发及销售；装修工程施工；
建筑材料的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设备租赁；职业技能培训；会务服务；
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承办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各类国内广告；与业
务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100 号
战略 302 房（仅限办公用途）；
投资者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教育。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桐乡市乌镇互联网小镇镇北路 1
号－16；
法定代表人：张宪敏；
战略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投资者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
策划；文化艺术咨询服务；文化艺术
表演策划；文艺表演服务；经营演出
经纪业务。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徐州市云龙区民主南路时代广
场商办综合楼 4-1201；
战略 法定代表人：李伟；
投资者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乐器、文具用
品销售。

32

广东辛笛音
乐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100000

240000

战略
投资者

33

广州市声鸿
电子有限公
司

50000

120000

战略
投资者

34

广州笙达电
器有限公司

150000

360000

战略
投资者

35

广州东呈电
子有限公司

200000

480000

战略
投资者

36

揭阳市创盛
电子有限公
司

200000

480000

战略
投资者

合计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万博二路 202 号 1
座 410 房；
法定代表人：林连花；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平步大道
北 13 号 1-3；
法定代表人：邱伟声；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石马村桃
园西街 13 号；
法定代表人：谢均武；
注册资本：壹仟零捌万元整；
经营范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创兴路 22
号 1720 房；
法定代表人：王考平；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批发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住所：揭阳空港经济区塘埔村七支渠
路 43 号；
法定代表人：黄旭初；
注册资本：壹佰玖拾捌万元整；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电子
产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模具、
木制品、自动化设备；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8410000
20184000
认购方相关关系的说明：

（1）珠江钢琴 2017 年 8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计认
购公司 8886.1787 万股，合计持有珠江钢琴股份比例为 8.5%。广州新华城市发
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
实际控制人同为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8 月 21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艾茉森投资方名单中 2 号广州广泰新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为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投资方 26 号广州珠江八斗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珠江钢琴控股子公
司。
（3）投资方 36 号揭阳市创盛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旭初，黄旭初
亦为珠江钢琴参股公司惠州市力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其他说明
1、艾茉森原有股本为 2,380.49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41 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 3,221.49 万股的 26.11%。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对艾茉森的持
股比例为 72.1899%，公司仍为艾茉森第一大股东，艾茉森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化。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艾茉森增资扩股后续进
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