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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再次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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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

与江苏宇邦工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常州维冠机电有限公司、常州莱森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常州昭辉机械有限公司、常州中兴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常州市钣协科创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核准为准），注册地址为

常州市钟楼区科技街 A 座 514 室（以工商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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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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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资产金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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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度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审计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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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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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288,065.51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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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181,289,084.92 元，本次拟对外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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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 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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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6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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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出席

的董事 6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6 人，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

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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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宇邦工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住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宜南路 377 号创新园区 19 号厂房 

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宜南路 377 号创新园区 19 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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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小龙 

主营业务：精密数控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驱动系统集成、智能自动化设

备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机械零部件、模具、工装夹具制造、加工；机械设

备维修；机械设备、五金产品、交通器材、电子数码产品、精密测量设备、金属

材料、塑料材料、3D 打印设备耗材、数控刀具、工具、劳动防护用品、计算机

软件、电器产品、机电一体化设备、医疗设备的销售；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不

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人才中介

服务、家政服务、保洁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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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0 元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常州维冠机电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富强路 1 号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富强路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广维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邮政专用机械及器材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

制造；液力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30,000,000 元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常州维冠机电有限公司 18%的股份。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常州莱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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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和平村 

注册地址：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和平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卫忠 

主营业务：钣金冲压件、低压电柜、厨房设备、模具、仪器仪表配件、机械

配件的制造、加工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医用口罩生产；医用口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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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元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常州昭辉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进大道西路 66 号 4 号厂房 

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进大道西路 66 号 4 号厂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嵇荣宝 

主营业务：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仪器仪表、五金

工具制造；计算机软件开发；集装箱配件、五金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设计、

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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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般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000 元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常州中兴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新北区乐山路 58 号 

注册地址：常州新北区乐山路 58 号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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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计算机应用软件、通讯产品、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配

套服务；恒温恒湿设备、通信机房节能设备、金属钣金件的生产；恒温恒湿设备、

通信机房设备的安装、维修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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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0 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若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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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出资等出资方式。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常州市钣协科创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核准为准） 

注册地址：常州市钟楼区科技街 A 座 514 室（以工商核准为准）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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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商核准为准）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0 现金 认缴 30% 

常州维冠机电有限

公司 
3,000,000 现金 认缴 30% 

常州莱森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1,500,000 现金 认缴 15% 

江苏宇邦工业自动 1,000,000 现金 认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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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有限公司 

常州昭辉机械有限

公司 
1,000,000 现金 认缴 10% 

常州中兴华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现金 认缴 5%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江苏宇邦工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常州维冠机电有限公司、常州

莱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常州昭辉机械有限公司、常州中兴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常州市钣协科创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核准为准），

注册地址为常州市钟楼区科技街 A 座 514 室（以工商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000.00 万，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0%。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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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从未来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作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提

升公司未来整体业绩水平，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对公司持续发展经营起到重要

作用。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经营和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各

项内控制度，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不断适应业

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及应对上述可能发生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从长远发展角度看，有利于增强公司经营能力，扩展

公司业务，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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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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