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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03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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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设计院”） 

 投资情况：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市政

设计院现金增资 5,010 万元，市政设计院其余所有股东将同比例现金增资，增资

完成后市政设计院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800 万元增至 13,800 万元。 

 

一、本次增资扩股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市政环境治理业务实力，助推市政设计院的转型升级和快

速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市政设计院拟实施增资扩股事项。市政设计院所有股东

拟按照其各自现有的股权比例合计出资 10,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增资方式为现金形式，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 5,010 万元。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市政设计院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800 万元增至 13,800

万元。增资后，市政设计院的股权结构不变，公司仍持有市政设计院 50.10%股

权，为其控股股东。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在董事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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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增资扩股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市政设计院是甲级勘察设计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市政行业（燃

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甲级、建筑行业（建筑）甲级、风景园林专项甲级、

土壤修复工程甲级、工程勘察甲级、工程测量甲级、工程咨询甲级、燃气专业乙

级、公路工程乙级、城市规划丙级、市政公用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压力管道（城

镇燃气、热力、工业管道）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等。市政设计院主要承担上述专

业的咨询、勘察设计、建设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先

后获得全国及省部级优秀勘察设计奖百余项，省、市级研发成果 30 余项。 

公司名称：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隐秀路 901-2 

法定代表人：李雄伟 

注册资本：3,8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85 年 9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公路、建筑、风景园林、环境工程、环保工程、河湖

整治工程、照明工程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建设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和相

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工程测量（按《测绘资质证书》所列项目经营）；城乡规

划编制；自有房屋出租；对外承包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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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财务指标 

市政设计院近两年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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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万元）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万元） 

（经审计） 

总资产 56,683.19 48,948.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205.78 7,945.09 

营业收入 41,535.92 33,725.01 

净利润 4,342.38 3,317.09 

2017 年度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文号：

天衡锡审字[2018]00520 号），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2018 年度数据仅为

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市政

设计院相关数据为准。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市政设计院其余股东拟与市政设计院签署《增资协议》，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股东一：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二：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股东三：王健 

股东四：沈建钢 

股东五：华伟 

股东六：顾建军 

股东七：何继宏 

股东八：胡爱文 

股东九：辛淑廉 

股东十：蒋岚岚 

股东十一：雷文江 

股东十二：史晓忠 

 (以上为标的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亦是本次增资协议的投资方) 

标的公司：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增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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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各方同意对标的公司增资，新增注册资本总额为 10,000 万元。由标的

公司所有股东按照其各自现有的股权比例出资 10,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 10,000 万元。增资前后市政设计院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额

（万元） 

增资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 
1,903.80 50.10% 5,010.00 6,913.80 50.10% 

2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1,064.00 28.00% 2,800.00 3,864.00 28.00% 

3 王健 252.70 6.65% 665.00 917.70 6.65% 

4 沈建钢 186.20 4.90% 490.00 676.20 4.90% 

5 华伟 159.60 4.20% 420.00 579.60 4.20% 

6 顾建军 66.50 1.75% 175.00 241.50 1.75% 

7 何继宏 53.20 1.40% 140.00 193.20 1.40% 

8 胡爱文 22.80 0.60% 60.00 82.80 0.60% 

9 辛淑廉 22.80 0.60% 60.00 82.80 0.60% 

10 蒋岚岚 22.80 0.60% 60.00 82.80 0.60% 

11 雷文江 22.80 0.60% 60.00 82.80 0.60% 

12 史晓忠 22.80 0.60% 60.00 82.80 0.60% 

合计 3,800 100.00% 10,000 13,800 100.00% 

（三）出资期限 

在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全部条件满足后，标的公司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

投资方提供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等文件正

本。投资方在收到上述全部文件次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缴纳全部增资认购款。 

各方确认，于收到全部增资认购款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根据本

协议的内容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公司经营管理 

由于本次增资并不涉及对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控股股东的变更，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及议事规则均延续增资前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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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方的义务 

所有股东保证与承诺将严格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所有股

东用于支付增资价款的款项系其合法所得，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益。 

在各股东作为公司职员和/或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各股东不

得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任何其它业务经营活

动；如其违反前述承诺，致使标的公司或其他方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其应就标的

公司或其他方遭受的损失向标的公司及其他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六）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同意，除本协议的其他条款另有约定的，负有付款义务的协议方，

逾期付款且经书面催告 7个工作日后仍未足额出资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未付

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收款方支付违约金。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各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支付违约金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七）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或者任何因为或关于本协议产生的非合同性义务，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并根据其解释。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各方均应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各方在争议发生后未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标的

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诉讼过程中，本协议除争议事项以外的其他任何部分均应继续履行。 

（八）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并经所有股东有权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且本

协议持续有效，直至被变更、解除或终止。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市政设计院增资扩股事项，增强了市政设计院的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

市场竞争力，助推市政设计院的转型升级和快速发展。公司依托市政设计院的设

计咨询与工程建设总承包优势，将有效带动公司市政环境治理业务的发展，符合

公司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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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事项将优化市政设计院的资产负债结构，满足日常经营之流动资金

需要，保障市政设计院健康稳定运营，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受宏观经济、行业景气度等影响，市政环保行业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市

政环保行业存在一定地域垄断性、公益性的特征，对外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易受行

政壁垒影响，存在市场风险。受居民环保意识提高，环境监管执法日益严格等影

响，市政环保行业面临监管风险。 

本次增资事项尚需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备案。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