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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恒业国际货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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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恒业国际货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福建东聚科技有

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福建东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沃投资”），

东沃投资经营范围：对物流行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行业的投资;投资咨询(不

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从事网络科

技、计算机专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销售;供应链管理;计算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货物运输代理;仓

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屋建设工程、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市政

公用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公路工程、钢结构工程总承包;金属材料、金

属制品、铁矿产品、煤炭、焦炭、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的销售。经

营范围以工商登记部门实际核准通过为准。经营场所：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北岸

经济开发区经济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9,000,000.00 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 元，占东沃投资合伙份额的 3.03%。东沃投资的最终信息以当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信息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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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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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会 B 审字（2018）

1260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为 107,732,950.81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的期末净资产为 23,465,786.83 元。本次公

司对外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 元，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及归属于挂牌公司的期末净资产额比例

分别为 2.78%、12.78%，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 5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公司章程》第八十九条第二款 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事项：（一）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20%以下的对外投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3,000,000.00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

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公司本次投资需要在东沃投资拟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

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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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进入新的领域，东沃投资主要经营范围拟为对物流行业、

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行业的投资，企业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等。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福建东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经济城 777 号 

注册地址：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经济城 777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巩红 

主营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

信息咨询;国际货运代理;从事计算机专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机电设备、自动化设备销售、安装服务;房屋建筑

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市政道路工程、钢结构工程设计、施工;工程造价咨

询服务;供应链管理;仓储、装卸搬运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建筑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铁矿产品、煤炭、焦炭、钢材的

销售及通过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注册资本：15600 万元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瑞钢联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北京新保利大厦 19 层(电梯层 23 层)A、

B 区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北京新保利大厦 19 层(电梯层 23

层)A、B 区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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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游振武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金属材料、生铁、钢材及其压延产品、矿产品、木材、五金交电、机械设备、

电器设备、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润滑油、

润滑脂、百货、焦碳、纸浆;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劳务服务。(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昆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 668 号 A0193 室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 668 号 A0193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俊义 

主营业务：企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建材、五金交电、

钢材、矿产品(除专控)销售;制作各类广告、建材工程设施;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宁波远东环球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江东区惊驾路 565 号 003 幢（17-9） 

注册地址：江东区惊驾路 565 号 003 幢（17-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顾华 

主营业务：宁波口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注册资本：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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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浙江荣利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云岩山路 43 号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云岩山路 4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仙云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除证券、期货、金融),矿产品、

建材仓储服务、批发、零售。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 自然人 

姓名：林旭燕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一路 15 号 7 号楼 1 单元 401 号 

 

7. 自然人 

姓名：王晓宇 

住所：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新甫路 001 号院 22 号楼 5 单元 102 室 

 

8. 自然人 

姓名：王丽枝 

住所：河南省济源市济钢家属院东区 3 号楼 2 单元 401 室 

 

9. 自然人 

姓名：王志毅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41 号 2 号楼 2 单元 1003 户 

 

10. 自然人 

姓名：彭辉 

住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西园路 25-24 号楼一单元 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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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然人 

姓名：孙胜喜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朝阳道迎凤里梧桐苑 211 楼 1 门 102 室 

 

12. 自然人 

姓名：任贵申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 2 号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1、出资方式和资金来源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东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福建省莆田市 

经营范围：对物流行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行业的投资;投资咨询(不含 

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从事网络科技、

计算机专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软件开发、销售;供应链管理;计算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装

卸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屋建设工程、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公路工程、钢结构工程总承包;金属材料、金属制品、

铁矿产品、煤炭、焦炭、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的销售。经营范围以

工商登记部门实际核准通过为准。 

各合伙人的投资金额和所持合伙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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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类型 合伙人 出资方式 
出资数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企业 福建东聚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900 9.09% 

个人 林旭燕 货币 1500 15.15% 

企业 瑞钢联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1500 15.15% 

个人 王晓宇 货币 900 9.09% 

企业 上海昆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货币 900 9.09% 

个人 王丽枝 货币 600 6.06% 

个人 王志毅 货币 600 6.06% 

企业 宁波远东环球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货币 600 6.06% 

个人 彭辉 货币 600 6.06% 

企业 浙江荣利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600 6.06% 

个人 孙胜喜 货币 600 6.06% 

个人 任贵申 货币 300 3.03% 

企业 河北恒业国际货运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300 3.03% 

合计 货币 9900 100% 

 

四、定价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定价的依据为通过对预计拟设立主体的战略规划，经各方协商

定价，每一合伙份额定价为人民币 1 元。 

 

五、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各方拟共同出资设立福建东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注册资本 99,000,000.00

元，公司此次出资 3,000,000.00 元，本次对外出资完成后公司将取得福建东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3.03%的合伙份额。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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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角度考虑，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要

求。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进入新的领域，在此领域公司还需要不断形成相关的经

验，公司将加强与其他各方的协作，积极防范所可能发生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实力。 

 

七、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恒业国际货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河北恒业国际货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