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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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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融合”）的控股子公司大唐广电科

技（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融合”）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引入投资者进行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关于下属公司武汉融合拟公开挂牌增资的公告》），经北交所挂牌后，引入武汉

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以 2.315 元/注册资本对其进行增资 1,205 万元，大唐融合以

同等价格对其增资 2,500万元，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放弃本次增资，增资完成

后武汉融合注册资本将增至 3,600.432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武汉融合将以资

本公积金 1,399.5680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及增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完成后，武汉融合注册资本将提升至 5,000万元。 

2.本次交易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月 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7C1地块科技服务中心大楼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红升 



注册资本：217,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财政委托投资和项目管理；直

接投资和委托投资；为企业资本运作提供投资咨询、财务顾问服务；房地产开发

和商品房销售。（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有其 100%股权。 

经查询，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唐广电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大道 18 号太子湖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园 C 栋

3层 C305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呼叫中心；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微电子器件的批发、零售；通信、机电和计算机系统

集成设备、通信系统及终端、仪器仪表开发、生产、批发、零售；物联网服务；

汽车、新能源汽车及配套设备开发、生产、批发、零售；电子元件、电线电缆、

机械产品及配件、电子产品测试耗材、工业设备及配件的开发、生产、批发、零

售；自动化输送设备、涂装设备、环保设备、立体车库、非标设备、电气设备的

设计、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机器人设计和研发；普通机电设备安装。（依法

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0%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

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 

（二）财务状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武汉融合 96,670,546.43 51,983,386.10 44,687,160.33 127,032,226.00 657,057.91 534,487.39 

公司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 1月-6月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武汉融合   89,330,276.96    46,935,357.17    42,394,919.79   14,433,907.66    -2,304,072.25    -2,370,596.82  



注：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大唐广电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以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上海东洲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 1178号评估报告，武

汉融合的账面价值为 4465.22万元，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全部股权价值

为 4630万元，增值率为 3.69%，差异较小。故本次交易定价为 2.315元/注册资

本。 

本次交易已经北交所挂牌完成。 

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方案 

武汉融合引入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以 2.315 元/注册资本对其进行增资

1,205万元，大唐融合以同等价格对其增资 2,5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武汉融

合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至 3,600.4320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对其

持股比例由 50%增至 57.77%。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名称 

设立时 挂牌增资方案 

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增资金

额 

新增计入

注册资本 

新增计入

资本公积 

计入注册

资本合计 

增资后出

资持股比

例 

大唐融合 1000 50% 2500 1079.9136 1420.0864 2079.9136 57.77% 

星燎投资 1000 50% 0 0 0 1000.0000 27.77% 

经开投资   1205 520.5184 684.4816 520.5184 14.46% 

合计 2000 100% 3705 1600.4320 2104.5680 3600.4320 100.00% 

本次增资完成后武汉融合将以部分资本公积金 1,399.5680 万元转增注册资

本，本次转增完成后武汉融合注册资本将提升至 5,000万元。本次转增完成后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前股权结构 
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方案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本公积

转增注册

资本合计 

资本公积计

入注册资本 

最终计入

注册资本

合计 

最终持股

比例 



大唐融合 2079.9136 57.77% 

1399.5680 

808.5304 2888.4440 57.77% 

星燎投资 1000.00 27.77% 388.6600 1388.6600 27.77% 

经开投资 520.5184 14.46% 202.3776 722.8960 14.46% 

合计 3600.4320 100.00% 1399.5680 5000.00 100.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与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星燎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之大唐广电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1.协议各方 

甲方：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25761130Y 

法定代表人：胡红升 

联系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7C1地块科技服务中心大楼 

乙方：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17742394A   

法定代表人：孙绍利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号 26幢十层 1004房间 

丙方：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347196604A 

法定代表人：赵洪涛 

联系地址：武昌区中北路 95-101号海山金谷天城 1、2栋裙楼 5 层 2室部分 

目标公司：大唐广电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MCA17H 

法定代表人：徐军 

联系地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大道 18 号太子湖文化数字创意产业

园 C栋 3层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及目标公司统称为“各方”，单独称为“一方”；

甲方、乙方、丙方合称为“投资人”；乙方、丙方称为“原股东”。 

2.本次增资 

各方对目标公司本次增资前的估值（指目标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的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4630 万元，在本协议第 3 条项下先决条件成

就的前提下，各方同意投资人合计以人民币 3705万元（以下简称“增资价款”）

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 

目标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交所”）公开挂牌引

入外部投资者及原股东非公开协议增资的方式总计募集资金 3705 万元，其中原

股东乙方增资 2500万元，新增股东甲方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增资，增资金额 1205

万元，原股东增资价格与新增投资方一致。 

增资价款中，人民币 1600.432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剩余人民

币 2104.568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增资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3600.4320万元。 

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使用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转增金额 1399.5680

万元，转增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 

3.增资价款 

（1）投资人以现金形式（人民币）向目标公司缴付增资价款； 

（2）投资人须在《增资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除保证金外的剩余

增资款一次性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 

（3）投资人缴款后，目标公司应完成以下事项： 

(a) 于投资人缴付增资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修改股东名册并

向投资人及原股东提供一份由目标公司加盖公章的股东名册副本； 

(b) 于投资人缴付增资价款后 2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就本次增资向登

记机关申请办理并完成所有必要的登记和备案手续，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或工商变

更通知书。 

4.董事会构成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董事会从乙方推荐

的董事中选举产生。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 1名董事，乙方提

名 4名董事，丙方提名 2名董事。各方同意在股东会选举上述提名的董事。 

5.违约及责任 

（1）违约情形 

如任何一方涉及下列情形即视为该方违约： 

（a）该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任何义务或责任； 

（b）该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会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任何义务



或责任； 

（c）该方所作的陈述与保证实质上不真实或有重大遗漏。 

（2）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均应负责赔偿他方因其违约而遭受的损失，并以应缴

未缴纳款项金额为基数，由违约日到赔偿款缴纳日，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违

约金或罚息。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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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融合是公司行业企业领域的重要子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已经通过代理

西门子及 PTC 工业软件基本形成了以北京总部及武汉融合为研发中心，以无锡、

武汉等子公司拓展不同行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产业布局。武汉融合的增资有助

于增加二次开发及自研能力，实现本土工业软件的自主可控。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决策，可能

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和经营管理等风险。本公司将加强控股子公司的公司治

理结构、采取相应的策略，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有利于持续提升智能制造板块核

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六、其他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 《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与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星燎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之大唐广电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