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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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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南京钛和雪杉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匡俐蓉、张冬宇、赵东生、王静、南京霆创科技

中心（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签订了投资协议。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1333.3333 万，公司出资 300 万元，认缴 100 万元注册资本，

股权占比 7.5%。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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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之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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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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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期末净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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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中申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申字（2020）23003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为 9,854,563.09 元，公司总

资产为 20,190,143.98 元。2020 年公司对外投资额，除控股子公司投资额外，累

计对外投资（含本次投资）金额为 3,000,000.00 元，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公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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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00%且未达到资产总额的 30.00%，因此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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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议案》，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

回避表决，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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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及其他投资人 

1.名称：南京钛和雪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开发区恒达路 3 号科创基地 321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吴金雨  

实际控制人：吴金雨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2. 匡俐蓉 

身份证号码：51010619781119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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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996 号 

3.张冬宇 

身份证号：320623198511231678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大豫镇巩王村十一组 68 号 

4.赵东生 

身份证号：320623198612233476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 71 号 

5.王静 

身份证号：320623198608018443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大豫镇巩王村十一组 32 号 

6.名称：南京霆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胜利路 99 号名家科技大厦 21 层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张冬宇 

实际控制人：张冬宇 

主营业务：医疗器械研发和销售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投资的现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货币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

产、股权出资等投资方式。 

 

（二）增资情况说明 

根据投资协议，本次增资实际出资方为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 300 万元，认缴 100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占比 7.5%；南京钛和雪杉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 600 万元，认缴 200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占比 15%；

匡俐蓉增资 100 万元，认缴 33.3333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占比 2.5%。其他股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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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团队，本次增资主要为未来项目研发提供外来资金，

因此不参与此次增资。 

 

（三）被增资公司经营和财务情况 

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心脏介入方向三类医疗器械研发、医疗影

像数据处理的科技研发企业，有在研的多款产品，预计未来两到三年可以逐步推

向市场。 

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前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股比例 

张冬宇 470 47% 

赵东生 70 7% 

王静 60 6% 

南京霆创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 

400 40% 

合计 1000 100% 

 

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后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股比例 

张冬宇 470 35.25% 

赵东生 70 5.25% 

王静 60 4.25% 

南京霆创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 

400 30% 

南京钛和雪杉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15% 

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100 7.5% 

匡俐蓉 33.3333 2.5% 

合计 1333.33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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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未经审计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93.91 万元，

资产净额 83.46 万元，营业收入 16.99 万元，净利润-78.17 万元。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苏霆升科技有

限公司、南京钛和雪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匡俐蓉、张冬宇、赵东

生、王静、南京霆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签订了投资协

议。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1333.3333 万元。 

根据投资协议，本次增资实际出资方为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 300 万元，认缴 100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占比 7.5%；南京钛和雪杉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 600 万元，认缴 200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占比 15%；

匡俐蓉增资 100 万元，认缴 33.3333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占比 2.5%。合计增资

1000 万元，均为现金出资。各方打款时间为投资协议签署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 

公司本次增资分两批打款，第一批打款 150 万元，第二批打款 150 万元。预

计 2021 年 1 月 30 日前可完成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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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本次对外投资，引进行业内优秀合作方，加强产业合作和技术交流，

利用各自在行业的优势、整合资源，拓宽公司业务范围。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将受到行业市场竞争、客户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关注所投资

公司的经营情况，严格控制有关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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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方向，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拓宽公司产业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和长远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南京西格玛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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