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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企业 

北京广联达创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对外投资的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企业北京广联达创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元投资”、“丙方 3”）于 2019年 3月 15 日签订《增

资协议-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与北京智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控投资”、“丙方 1”）、北京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步科技”、“丙方 2”；“丙方 1、

2、3”合称“丙方”）共同出资参与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弘盛”、

“投资标的”、“甲方”）增资扩股。 

本次创元投资的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因涉及民营企业参与央

企混改和拓展新的业务领域，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创元投资、智控投资和同步科技是通过参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意向投资人

的形式获得本次对中核弘盛的增资权，将共同出资 23,620.1720 万元人民币对其进行增资；

其中，创元投资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6,111.1392 万元人民币，持有增资后中核弘盛 19.145%

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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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3月 18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3号楼 4层 D-0001房 

法定代表人：郑砚军 

注册资本：5,9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

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

企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勘察设计。中核弘盛为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下属子公司，定位为中核集团的信息化

核心企业，拥有高新企业技术证书、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安防监控/综合布线）、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系统集成）、安防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证书、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甲级资质等核心资质。 

2、股权结构及出资 

增资前，中核弘盛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3,010.00  51.02% 

2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 2,890.00  48.98% 

 合计  5,900.00  100.00% 

 

增资完成后，中核弘盛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额/注册

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实际 

投资金额（万元） 

1 北京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3,010.00  13.266% - 

2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 2,890.00  12.737% - 

3 北京智控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7,466.00 32.904% 10,503.1688 

4 北京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4,980.00 21.948% 7,005.8640 

5 北京广联达创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4,344.00 19.145% 6,111.1392 

 合计  22,690.00  100.000% 23,620.172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4,410,693 70,987,125 27,662,117 

负债总额 11,975,281 8,301,383 7,464,601 

所有者权益 62,435,412 62,685,742 20,197,516 

损益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51,862,961 42,417,828 13,044,445 

营业利润 294,333 110,280 744,430 

利润总额 294,333 110,280 744,430 

净利润 345,214 298,226 744,430 

现金流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67,488 -7,728,925 3,311,7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598 -2,508,168 -3,305,4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5,544 42,190,000   

现金及等价物净增加额 -25,843,630 31,952,907 6,340 

上述财务数据中，2016-2017 年相关数据已经审计；2018 年相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定，尚未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三、标的公司股东基本情况 

1、原股东基本情况 

（1）北京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 号科原大厦 B 座 11 层 

法定代表人 郑晓军 

注册资本 3,079.8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年 6月 25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

维修；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技术培训；租

赁计算机、通讯设备。 

北京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华辉”、“乙方 1”）为中核集团控股

子公司（持股 80.65%）。 



（2）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80 号 A 区 1 号楼二层 206 

法定代表人 赵卫平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8 年 6月 2 日 

经营范围 

设计、安装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销售电子计算机及配

件、文化办公用机械、交电、机械电器设备、制冷空调设备；商贸信息咨询；房地

产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其中消防子系统

除外)；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 

 

上述原股东中核华辉、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电气”、“乙方 2”；

“乙方 1、2”合称“乙方”）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2、本次新增股东情况 

（1）北京智控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智控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2 号 B 幢一区 4135 室 

法定代表人 臧燕霞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月 19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会议服务；销售通讯设备、文化用品、家

用电器、机械设备。 

智控投资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2）北京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中里 1 号楼 3层商业 327号 

法定代表人 张斌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 02月 05 日 

经营范围 

照明设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销售灯具;委托加工计算机软硬件。 

同步科技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3）北京广联达创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广联达创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甲 18 号楼 1 层 10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广联达筑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王爱华为代表） 

注册资本 认缴规模 65,000 万元人民币，实缴 40,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7月 10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创元投资为本公司的全资企业，是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主体，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22778），其普通合伙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广联

达筑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本公司。 

创元投资成立以来经营情况良好，无违法违规纪录。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各股东方共同签署的《增资协议-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1、鉴于： 

为增强中核弘盛实力，甲方与乙方均希望甲方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新投资人。经甲

方股东会决议以及中核集团批复同意，甲方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意向投资人。 



经北京产权交易所组织鉴证，丙方 1、丙方 2、丙方 3同意以货币方式投资甲方，分别

以 7,466 万元出资额、4,980 万元出资额、4,344 万元出资额，持有增资后甲方全部股份的

32.904%、21.948%、19.145%，成为甲方新增股东。 

2、增资方案 

甲方进行增资扩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9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2,690 万元，丙

方合计认缴出资人民币 16,790 万元，取得甲方 16,790 万股股权，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

73.997%，丙方合计实际投资总额人民币 23,620.1720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人民币

16,790 万元， 6,830.172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3、增资价格 

各方同意甲方此次增资价格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开挂牌结果 23,620.1720 万元为

本次增资价格。 

4、增资价款的支付 

丙方均同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扣除已支付的保证金外的增资价款

余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账户。 

5、增资扩股涉及的事宜安排 

本次增资不涉及任何企业职工安置事宜。 

增资扩股中涉及的有关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缴纳。 

各方同意，甲方在评估基准日至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的期间损益由甲方原

股东享有和承担。 

6、增资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 

增资后的甲方公司董事会拟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 1名；由原股东中核华

辉委派 2名董事；由原股东国安电气委派 2名董事；丙方 1智控投资委派 2名董事；丙方

2同步科技委派 1名董事；丙方 3创元投资委派 1名董事。公司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增资后的甲方公司不设立监事会，由原股东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委派 1名监事。 

董事投票权以及公司经营管理事项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甲方公司的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本次增资完成后，全体股东按照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比例依法享有公司利润。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开挂牌结果，新增股东各方均以货币出资。 

 

六、对外投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实施的必要性 

本次创元投资参与中核弘盛增资扩股，是为本公司拓展核建信息化市场创造机会，有

利于公司立足建筑全生命周期，围绕建筑产业细分领域和新兴产业机会拓展新业务、优化

业务结构，完善数字建筑生态布局。 

本次投资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现有

资产也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标的业务立足于核建信息化，属于本公司尚未涉及的业务细分领域，对其行

业周期、市场特点、业务需求的探索需要过程，投资运作过程中也会受到投资标的公司经

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后续公司将深

入探索核建业务合作方案，积极与投资标的对接业务；本次投资的主体创元投资也将利用

以往的投资经验做好投后管理，降低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中核弘盛各方共同签署的《增资协议-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