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200160            证券简称：东沣 B                公告编号：2017-085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入股奥林新材料和海卓能源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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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5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于增资入股东莞奥林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告》、《关于增资入股东莞海卓能源

有限公司的公告》。现针对上述公告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与东莞北航研究院合作的氢能源、新材料产品正处于中试和小批

量生产阶段，尚未投产运行，受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未来相关产品的盈利

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收购及增资目的： 

通过本次收购及增资，公司与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进一步加强战略

合作关系，深化推进氢能源、新材料（陶瓷纤维）等合作项目，并切实加速双方

合作项目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落地。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产业布局，未来东沣智能将利用其土地资源，作为

公司氢能源、新材料产业化建设基地，投资建设、运营东沣新能源装备产业化基

地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77914.128 平方米（约 117 亩）， 总建筑面积约 14 万平

方米，主要建设包括 9栋生产厂房、1栋科研办公楼及配套生活区。项目建成后，

将为公司氢能源、新材料产业提供生产厂房及研发、生活配套。 

海卓能源将作为公司氢能源产业平台，主要从事制氢设备、加氢站等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氢能是公认的清洁能源，作为低碳和零碳能源正在脱颖而出，

市场关注度较高。制氢设备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不锈钢、建材、光纤光缆、有

色金属、冶金、化工、电力、玻璃、医药、气象等传统工业行业。海卓能源的加

氢站（含制氢设备）项目，目前已经进入中试联调阶段，根据研发进度和市场需

求情况，预计 2019-2020年可以实现投产，但由于该产品非一般标准化产品，多



 

为定制性，基本都是根据订单要求，按照客户需要定制生产。 

奥林新材料将作为公司新材料产业平台，主要从事陶瓷纤维(氧化铝纤维)

等系列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陶瓷纤维是将陶瓷材料通过熔融纺丝工

艺或胶体纺丝工艺制备而成的轻质纤维状材料，既保留了陶瓷材料的耐高温、低

热导的特性，又具有纤维材料的容重小、柔韧性好等特点，同时克服了陶瓷材料

的容重大、脆性大的缺点。产品种类包括棉、毯、毡、板、纸、模块、异型件等，

其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有色金属、建材、电力、机械、陶瓷、玻璃、船舶等

行业的工业窑炉壁衬、背衬、衬里、管道保温、绝热密封、辐射隔热等领域。目

前奥林新材料研发的氧化铝纤维系列产品已陆续进入中试和小批量生产阶段，预

计 2018年部分产品可以正式投产，2019-2020可以基本实现全面投产。 

二、公司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风险分析及应对： 

1、本次公司与东莞北航研究院合作的氢能源、新材料产品正在中试和小批

量生产阶段，尚未产业化和市场化，受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未来相关产品的

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通过本次合作，公司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加速推动研

发项目进展，加快双方合作项目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后期，不排除为了扩大

生产加大投资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运行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确定是否继续

投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收购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正式涉足新能源、新材料行业，进入全

新的业务领域，公司筹建运作新项目将面临市场、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

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团队的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

能力，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机制，形成更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和

控制监督机制。同时，以技术创新为指导，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构建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技术优势，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补充后的全文详见附件。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附件 1：《关于增资入股东莞奥林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告》 

附件 2：《关于增资入股东莞海卓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7 日 

附件 1：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入股东莞奥林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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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与东莞北航研究院合作的氢能源、新材料产品正处于中试和小批

量生产阶段，尚未投产运行，受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未来相关产品的盈利

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7年 12月 4日，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东莞东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沣科技发展”）与东莞奥林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林新材料”）及其股东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航大创业”）签订《增资协议书》。东沣科技发展以自有资金向奥

林新材料增资 1640.25 万元，其中 155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90.25 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沣科技发展持有奥林新材料 62%股权，奥林新能源

注册资本由 950万元增加至 2500 万元。 

2、本次对外投资已经 2017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出资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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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哲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24 号现代企业加速器

6号厂房 201A4室 

成立日期： 2015年 9月 30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销售：智能制造装

备及设备、航空航天产品、电子信息产品、环保节能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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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控制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莞奥林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敏杰 

注册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24 号现代企业加速器

6号厂房 201A2室 

注册资本：95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23日 

经营范围：纳米材料、纳米纤维、功能陶瓷、清洁能源材料、金属电池、能

源动力产品及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及销售。 

2、本次增资方式 

东沣科技发展以自有资金向奥林新材料增资 1640.25 万元，其中 1550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90.2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沣科技发展持有

奥林新材料 62%股权，奥林新能源注册资本由 950万元增加至 2500万元。 

3、增资前后奥林新材料股权结构： 

序

号 
投资人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占比例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占比例 

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 

 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1 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0 100% 950 38% 

2 东莞东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0 1550 62% 

合计 950 100% 2500 100% 

4、主要财务指标 

（1）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的财务状况为： 

 

项目（单位：万元） 2016-12-31 2017-10-31 

资产总额 2939.22 805.49 

净资产 2916.64 804.77 

项目（单位：万元） 2016年度 2017年 1-10月 

营业收入 0 39.38 

净利润 -81.80 -61.88 

（2）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奥林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京信评报字（2017）第 440 号号评估报告，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根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奥林新材料经审计后的资产

账面价值 805.49 万元，评估值 830.37 万元，增值 24.88 万元，增值率 3.09%。

负债账面价值 0.73 万元，评估值 0.73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

804.76万元，评估值 829.64万元，评估增值 24.88万元，增值率 3.09%。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东莞东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东莞奥林新材料有限公司 

1、经协商，甲乙丙各方均一致同意甲方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1640.25万元

（大写: 人民币壹仟陆佰肆拾万贰仟伍佰元整）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中，1550

万元作为甲方对丙方注册资本的增资，90.25万元计入丙方的资本公积。全部出

资在2020年之前缴清。 



 

    2、增资扩股后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东沣科技发展占增资

扩股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62% ；航大创业占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38%。 

3、付款方式。甲方本次投资的总对价为人民币1640.25万元（大写: 人民币

壹仟陆佰肆拾万贰仟伍佰元整），全部采用现金方式进行。 

4、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3人组成,其中,甲方委

派 2名董事, 乙方委派 1名董事。  

5、自本次增资工商变更完成日起，甲方享有丙方股东权利及承担股东义务。

丙方的所有未分配利润由丙方现有股东及甲方按其各自持股比例共享。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为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加速推进公司产业布局，开拓新的

产业领域，为公司实现战略转型进一步奠定基础。 

通过本次增资，公司与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

关系，深化推进氢能源、新材料（陶瓷纤维）等合作项目，并切实加速双方合

作项目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落地。 

本次增资完成后，奥林新材料将作为公司新材料产业平台，主要从事陶瓷

纤维(氧化铝纤维)等系列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陶瓷纤维是将陶瓷

材料通过熔融纺丝工艺或胶体纺丝工艺制备而成的轻质纤维状材料，既保留了

陶瓷材料的耐高温、低热导的特性，又具有纤维材料的容重小、柔韧性好等特

点，同时克服了陶瓷材料的容重大、脆性大的缺点。产品种类包括棉、毯、毡、

板、纸、模块、异型件等，其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有色金属、建材、电力、

机械、陶瓷、玻璃、船舶等行业的工业窑炉壁衬、背衬、衬里、管道保温、绝

热密封、辐射隔热等领域。目前奥林新材料研发的氧化铝纤维系列产品已陆续

进入中试和小批量生产阶段，预计 2018 年部分产品可以正式投产，2019-2020

可以基本实现全面投产。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本次对外投资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经营

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由于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沣科技

发展持有奥林新材料 62%股权。奥林新材料因此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0&is_app=0&jk=28a4315eaa026b3b&k=%D4%F6%D7%CA%C0%A9%B9%C9&k0=%D4%F6%D7%CA%C0%A9%B9%C9&kdi0=0&luki=10&mcpm=0&n=10&p=baidu&q=haoshuduoduo_cpr&rb=0&rs=1&seller_id=1&sid=3b6b02aa5e31a428&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959052&tu=u1959052&u=http%3A%2F%2Fwww%2Eniubb%2Enet%2Fa%2F2015%2F07%2D22%2F746589%2Ehtml&urlid=0


 

六、公司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风险分析及应对： 

1、本次公司与东莞北航研究院合作的新材料产品正在中试和小批量生产阶

段，尚未产业化和市场化，受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未来相关产品的盈利能

力存在不确定性。通过本次合作，公司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加速推动研发项

目进展，加快双方合作项目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后期，不排除为了扩大生

产加大投资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运行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确定是否继续

投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收购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正式涉足新能源、新材料行业，进入全

新的业务领域，公司筹建运作新项目将面临市场、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

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团队的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

管理能力，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机制，形成更科学有效的决策

机制和控制监督机制。同时，以技术创新为指导，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构建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优势，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东莞奥林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7日 

 

 

 

 

 

 

 

 



 

附件 2：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入股东莞海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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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与东莞北航研究院合作的氢能源、新材料产品正处于中试和小批

量生产阶段，尚未投产运行，受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未来相关产品的盈利

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7年 12月 4日，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东莞东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沣科技发展”）与东莞海卓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卓能源”）及其股东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航大创业”）签订《增资协议书》。东沣科技发展以自有资金向海

卓能源增资 1595.60万元，其中 155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5.6 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沣科技发展持有海卓能源 62%股权，海卓能源注册资本

由 950万元增加至 2500万元。 

2、本次对外投资已经 2017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出资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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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哲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24 号现代企业加速器



 

6号厂房 201A4室 

成立日期： 2015年 9月 30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销售：智能制造装

备及设备、航空航天产品、电子信息产品、环保节能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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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控制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莞海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沛霖 

注册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24 号现代企业加速器

6号厂房 201A1室 

注册资本：95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15 日 

经营范围：车船用氢能源动力产品、专用能源机械设备的研制和销售，氢能

源及动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2、本次增资方式 

东沣科技发展以自有资金向海卓能源增资 1595.60 万元，其中 1550 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45.6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沣科技发展持有海

卓能源 62%股权，海卓能源注册资本由 950万元增加至 2500万元。 

3、增资前后海卓能源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 

序

号 
投资人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占比例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占比例 

1 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0 100% 950 38% 

2 东莞东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0 1550 62% 

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 

 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合计 950 100% 2500 100% 

4、主要财务指标 

（1）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计，截止 2017 年

10月 31日止的财务状况为： 

项目（单位：万元） 2016-12-31 2017-10-31 

资产总额 1988.46 937.74 

净资产 1988.46 937.74 

项目（单位：万元） 2016年度 2017年 1-10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1.18 -0.71 

（2）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对海卓能源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京信评报字（2017）第 441号评估报告，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根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17年 10月 31日，海卓能源经审计后的资产账

面价值 937.74万元，评估值 937.75 万元，评估增值 0.01万元，增值率 0.001%。

负债账面价值 0元，评估值 0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 937.74万元，

评估值 937.75万元，评估增值 0.01万元，增值率 0.001%。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协议 

甲方：东莞东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东莞航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东莞海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经协商，甲乙丙各方均一致同意甲方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1595.6万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伍佰玖拾伍万陆仟元整）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中，1550万

元作为甲方对丙方注册资本的增资， 45.6万元计入丙方的资本公积。全部出资

在2020年之前缴清。 



 

    2、增资扩股后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东沣科技发展占增资

扩股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62% ；航大创业占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38%。 

3、甲方本次投资的总对价为人民币1595.6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伍佰玖

拾伍万陆仟元整），全部采用现金方式进行。 

4、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3人组成,其中,甲方委

派2名董事, 乙方委派1名董事。  

5、自本次增资工商变更完成日起，甲方享有丙方股东权利及承担股东义务。

丙方的所有未分配利润由丙方现有股东及甲方按其各自持股比例共享。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为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加速推进公司产业布局，开拓新的

产业领域，为公司实现战略转型进一步奠定基础。 

通过本次增资，公司与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

关系，深化推进氢能源、新材料（陶瓷纤维）等合作项目，并切实加速双方合

作项目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落地。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卓能源将作为公司氢能源产业平台，主要从事制氢设

备、加氢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氢能是公认的清洁能源，作为低碳和

零碳能源正在脱颖而出，市场关注度较高。制氢设备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不

锈钢、建材、光纤光缆、有色金属、冶金、化工、电力、玻璃、医药、气象等

传统工业行业。海卓能源的加氢站（含制氢设备）项目，目前已经进入中试联

调阶段，根据研发进度和市场需求情况，预计 2019-2020 年可以实现投产，但

由于该产品非一般标准化产品，多为定制性，基本都是根据订单要求，按照客

户需要定制生产。 

本次增资事项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本次对外投资行为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经

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由于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沣科

技发展持有海卓能源 62%股权。海卓能源因此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公司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风险分析及应对： 

1、本次公司与东莞北航研究院合作的氢能源产品正在中试联调阶段，尚未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0&is_app=0&jk=28a4315eaa026b3b&k=%D4%F6%D7%CA%C0%A9%B9%C9&k0=%D4%F6%D7%CA%C0%A9%B9%C9&kdi0=0&luki=10&mcpm=0&n=10&p=baidu&q=haoshuduoduo_cpr&rb=0&rs=1&seller_id=1&sid=3b6b02aa5e31a428&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959052&tu=u1959052&u=http%3A%2F%2Fwww%2Eniubb%2Enet%2Fa%2F2015%2F07%2D22%2F746589%2Ehtml&urlid=0


 

产业化和市场化，受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未来相关产品的盈利能力存在不

确定性。通过本次合作，公司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加速推动研发项目进展，

加快双方合作项目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后期，不排除为了扩大生产加大投

资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运行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确定是否继续投入。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收购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正式涉足新能源、新材料行业，进入全

新的业务领域，公司筹建运作新项目将面临市场、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

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团队的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

管理能力，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机制，形成更科学有效的决策

机制和控制监督机制。同时，以技术创新为指导，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构建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优势，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东莞海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