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动力源”）2013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及 2017 年度配股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入股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对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入股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对外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丰鼎诚”）以现金向天津力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力源”）增资 48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科丰鼎诚

将持有天津力源 50%的合伙份额。 

天津力源为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台，未来动力

源将根据《合伙人业绩考核与动态股权分配办法》对合伙人进行考核及激励，每

年将科丰鼎诚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层，从

而激发核心员工的创业精神和战斗力，有效促进公司与员工共同发展与成长，共

享收益，共担风险，直至科丰鼎诚最终持有天津力源 1%合伙份额。为保证公司

后续合伙人业绩考核与动态股权分配办法的顺利实施，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及《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履行合伙份额转让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因为天津力源的出资人葛炳

东为公司副总经理，祝文鹏和张领强为公司市场与技术骨干，所以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

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1、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王新生 

（4）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 

（5）住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 11B2 号楼二层 201 室（园区） 

（6）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动力源持有科丰鼎诚 100%的股权 

2、关联自然人简历 

（1）葛炳东，男，中国国籍，1973 年出生，1992 年至 1996 年内蒙古农业

大学获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士学位，1996 年至 2008 年在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

历任工艺工装设计室主任、压力容器分厂厂长及转制后的京城环保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采购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运营部经理，2008 年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历任总裁办主任、副总经理；在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祝文鹏，男，中国国籍，1981 年出生，1999 年至 2003 年北京工业大

学获自动化专业学士学位，2003 年至 2010 年在中纺机电研究所，历任电气工程

师及转制后的北京中纺锐力机电有限公司 863 项目负责人、大客户经理，2010



年至 2014 年在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运营部任城市（湖北、安徽）充电

基础设施网络项目项目经理、普天新能源安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经

理，2014 年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助理、电动汽车业务线

副总经理。 

（3）张领强，男，中国国籍，1982 年出生，2006 年至 2009 年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获机械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45 研究所研

发工程师，天津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生产经理，2016 年

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电动汽车业务线产品规划部总监。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力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葛炳东 

（4）注册资本：480.00 万元 

（5）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和园道 89 号 29 栋 704 室-54（集

合办公区） 

（6）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

策划，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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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交易后的合伙份额情况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科丰鼎诚 480.00 50.00 货币资金 

葛炳东 470.40 49.00 货币资金 

祝文鹏 4.80 0.50 货币资金 

张领强 4.80 0.50 货币资金 

合计 960.00 100.00 — 

本次交易后，将由科丰鼎诚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葛炳东转为有限合伙人，

祝文鹏、张领强仍为有限合伙人。 



3、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 

除 2018 年 12 月出资 480.00 万元人民币与动力源、赵建虎等共同设立北京

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外，天津力源未开展其他任何经营活动。 

（四）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后，天津力源的发展受市场环境及行业发展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建立未来核心团队激励体系，提高动力源团队凝聚力，

促进动力源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发展，符合公司长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投

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天津力源合资设立北京动力源新

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除此之外，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

司与本次投资涉及的关联方葛炳东、祝文鹏及张领强不存在其它关联交易。 

（六）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科丰鼎诚本次增资入股天津力源后，计划使用上述资金继续投资北京动力源

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增资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遵循了自愿、公平合

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2019年 5 月 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①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

非关联股东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利益。 

②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①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②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③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作出的决

议。 

3、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2019年 5 月 20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入股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交易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保荐机构对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二、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对科丰鼎诚 2018 年 12 月与朱

岩合资设立天津慧博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慧

博源”）的交易进行了追认，其中科丰鼎诚作为普通合伙人现金认缴出资额 800.00

万元，朱岩作为有限合伙人现金认缴出资额 200.00 万元。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

日，双方均未实际出资，本次投资完成后，科丰鼎诚将持有天津慧博源 80%的合



伙份额。 

天津慧博源为雄安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台，未来将参股雄安动

力源科技有限公司，届时公司将根据《合伙人业绩考核与动态股权分配办法》对

合伙人进行考核及激励，每年将科丰鼎诚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雄安动力源科技有限

公司管理层，从而激发核心员工的创业精神和战斗力，有效促进公司与员工共同

发展与成长，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直至科丰鼎诚最终持有天津慧博源 1%合伙

份额。为保证公司后续合伙人业绩考核与动态股权分配办法的顺利实施，公司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履行合伙份额转让的决策、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因为朱岩为公司副总经理，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

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1、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王新生 

（4）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 

（5）住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 11B2 号楼二层 201 室（园区） 

（6）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动力源持有科丰鼎诚 100%的股权 

2、关联自然人简历 

朱岩先生，1979 年出生，中共党员。2000 年 9 月至 2004 年 7 月，华北电力

大学（北京），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士学位。2004 年 9 月至 2007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研究生，硕士学位。

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4 月，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09 年 4

月至 2010 年 5 月，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1 月，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总监、副总裁职位；

2015 年 2 月至今，在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慧博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科丰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新

生） 

（4）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5）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宏旺道 2 号 14 号楼 109 室-6

（集中办公区） 

（6）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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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科丰鼎诚 800.00 80.00 货币资金 

朱岩 200.00 20.00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00 100.00 —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后，天津慧博源的发展受市场环境及行业发展等客观因素的影

响，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建立未来核心团队激励体系，提高动力源团队凝聚力，

促进动力源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发展，符合公司长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投

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朱岩无其他关联交易。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2019年 5 月 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①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

非关联股东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利益。 

②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①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②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③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作出的决议。 



3、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2019年 5 月 20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经过董事会审议追认，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履行了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保荐机

构对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周晗                      杜国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