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8-018

1 / 9

证券代码：872163 证券简称：金硅科技 主办券商：东北证券

河南金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设立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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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与郑州市鲁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卫正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郑州卓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州远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卓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瑞楠商贸有限公司、郑州瑞安途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河南八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正光路北众旺路西 3号楼 10层 1004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8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9.00%；郑州市鲁诺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河南卫正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5%；郑州卓硕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5%；郑州远骏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9%；河南卓诚科技有限

公司 18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9%；河南瑞楠商贸有限公司 18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9%；郑州瑞安途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80,000



公告编号：2018-018

2 / 9

元，占注册资本的 9%。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资产

重组，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回避表决。董

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设立事宜。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投资设立参股公司需要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手续，暂定事项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法人情形

(一)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一（法人）

交易对手名称：郑州市鲁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 27号 301 室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 27号 301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新岭

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注册资本金额：1,000,000.00

营业执照号：9141010509227397X4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技术开发（非研制）、技术转让；销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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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汽车饰品、建筑装饰材料、汽车配件、计算机软硬件、服装、

消防器材；经济贸易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以上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规定

须审批的项目除外）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二（法人）

交易对手名称：河南卫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 130 号 4层 419 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 130 号 4 层 419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方磊

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注册资本金额：1,000,000.00

营业执照号：914101056728915124

主营业务：销售：电子产品、电器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

预包装食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三（法人）

交易对手名称：郑州卓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66号 2 号楼 602 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66号 2号楼 602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眉

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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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金额：5,010,000.00

营业执照号：91410105684641529D

主营业务：通讯业务代理服务；电子产品技术开发（非研制）；

销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建筑材料、

网络设备、摄录器材。（以上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规定

须审批的项目除外）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四)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四（法人）

交易对手名称：郑州远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姚桥路与明理路交叉口五月花城 11

号楼 1301 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姚桥路与明理路交叉口五月花城

11号楼 1301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郭正阳

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注册资本金额：8,010,000.00

营业执照号：91410100MA447LKM06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涉密系统除

外）；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办公设备。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五)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五（法人）

交易对手名称：河南卓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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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 95号格林融熙国际 2118 室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 95号格林融熙国际 2118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影

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注册资本金额：8,000,000.00

营业执照号：914101050862542626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建材；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计算机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六)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六（法人）

交易对手名称：河南瑞楠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85号 1009 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85号 1009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红社

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注册资本金额：1,010,000.00

营业执照号：91410105683151798H

主营业务：批发、零售：计算机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工艺美术

制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金属材料、电子产品。（以上范围，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及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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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七)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七（法人）

交易对手名称：郑州瑞安途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 59号 21 世纪广场左岸国际 1号

楼 15 层 158 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 59号 21 世纪广场左岸国际

1号楼 15 层 158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安晓杰

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注册资本金额：2,000,000.00

营业执照号：9141010557631255XM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办公设备。（以上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规定须审批的项

目除外）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现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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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一

名称：河南八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正光路北众旺路西 3

号楼 10 层 1004 号

经营范围：销售：通讯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预包装食品、

通讯产品、摄录器材、计算机辅助设备、金属材料、汽车饰品、工艺

品、汽车配件、计算机软硬件、消防器材；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广告业务；经济贸易信息咨询；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电子科技的技术开发。

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河南金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 380,000.00 19.00%

郑州市鲁诺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人民币 300,000.00 15.00%

河南卫正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人民币 300,000.00 15.00%

郑州卓硕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人民币 300,000.00 15.00%

郑州远骏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人民币 180,000.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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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卓诚科技有限公

司
人民币 180,000.00 9.00%

河南瑞楠商贸有限公

司
人民币 180,000.00 9.00%

郑州瑞安途科技有限

公司
人民币 180,000.00 9.00%

上述登记事项最终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公司

市场拓展，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并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从

而更加有效的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目

标。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基于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所作出的慎重决策，但可

能存在市场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预期目标与将来的实际情况存

在差异，未来业绩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不断加强内

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与收

益。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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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从长期发展来看，本次对外投

资有利于增强本公司在行业内的综合实力，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增长和利润的提升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金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河南金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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