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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框架性协议暨技术服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除生产高纯度氢气外，自身并无燃料电池整体设计或供应的技术研

发能力。公司涉及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 2019 年的业

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其对后期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确定。 

2、华清能源及徐州铭寰最终能否成功在科创板上市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签署协议概述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航锦科技”）与苏州华清京昆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华清京昆能源有限公司、上海铭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着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和精神，同意以共同行动、合作为先、相互依存、信

息共享的方式建立中国氢能产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在葫

芦岛市签署了《氢能燃料电池产业战略合作协议》；此外，公司与清华大学能源

与动力工程系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于葫芦岛市达成并签署了《氢能源综合利用技

术服务合同》，由清华大学韩敏芳教授团队为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二、合作方介绍 

（一）苏州华清京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5511554553 

住所：周市镇陆杨华扬路 1188 号 2 号房 

法定代表人：孙再洪 

成立日期：2010 年 02 月 07 日 

注册资本：474.2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燃料电池元器件的生产；新能源材料及燃料电池系统设备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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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技术及相关产品、可再生能源技术及相关产品的测试及评价系统研发；能

源生产设备、探矿设备、环保设备的设计、技术咨询及生产；金属和非金属复合

材料制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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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华清由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中国氢能源燃料电池领域前沿

专家韩敏芳教授和中国工程院彭苏萍院士等人创立。自 2011 年 2 月设立以来，

在韩敏芳教授及彭苏萍院士的指导下，公司致力于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lid 

oxide fuel cell，SOFC）技术研究和氢能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是将产学研结合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实体企业。公司是国家 973 项目的主要承担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 SOFC 燃料电池的原材料及产品生产的技术专利 25 项，全部专利技术均自

主研发并打破了西方垄断，公司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制备技术均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 

（二）徐州华清京昆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华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1MA1WY4WN6W 

住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孙凯华 

成立日期：2018 年 07 月 26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燃料电池的生产；电池生产

设备的销售；复合材料制品的销售；新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测试；

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智能化设备的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的制造；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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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 SOFC 快速发展并聚集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苏州华清以江苏省徐

州市为氢能产业基地设立徐州华清，并拟以徐州华清为基础联合徐州市政府、金

融机构、上市公司等各方共同开发中国（徐州）氢能燃料电池产业园。 

（三）上海铭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铭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82RF8G 

住所：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元南路 600 号 2 幢 B 座 1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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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郭新新 

成立日期：2016 年 08 月 08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智能化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市

场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

民意测验）。 

公司由多名在国外从事氢能燃料电池的华裔回国专家于 2016 年 8 月创立，

近三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中小型燃料系统优势方案解决商，是高温质子交换

膜燃料电池（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PEMFC）优势生产企业，是国

内燃料电池科学研究、产品研发及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韩敏芳教授及其团队）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是我国能源高效、清洁、低碳转化和利用领域享

有盛誉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及能源基础科学问题和先进技术的重要研究基地，也

是国际知名的学术交流中心。 

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韩敏芳教授是国家第一个

SOFC 领域“973 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成人，

20 年来一直专注于 SOFC 相关科学和技术研究、SOFC 相关产业技术发展、研究

成果转化和推广，尤其是在 SOFC 关键材料组分、性能及批量制备技术、单元电

池低成本规模化生产技术、电堆模块设计和可靠构建技术等方面为国家做出重大

贡献。在氢能源燃料电池方面拥有的国际领先技术及优秀的研发团队，在氢能燃

料电池领先的产业积累和坚实技术基础。 

上述合作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最近三年上述合作方均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交易。上述合作方信用状况良好。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氢能燃料电池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1、基于航锦科技在高纯度氢气供应、产业化经营管理和上市公司拥有的融

资和资本运作方面的优势；韩敏芳教授在氢能燃料电池领域拥有的国际领先技术

及优秀的研发团队；苏州华清、徐州华清在氢能燃料电池领先的产业积累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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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上海铭寰在低温氢电池技术方面的国内领先技术，合作各方本着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和精神，同意以共同行动、合作为先、相互依存、信息共

享的方式建立中国氢能产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各方一致同意，以推动氢能产业

的发展为目标，一致行动、共同打造氢能燃料电池国际领先技术下规模化的氢能

龙头产业集群。 

2、为加快完善氢能产业的产业链布局，航锦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琢鼎

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琢鼎资本）、苏州华清、徐州华清、上海铭寰等合作

方，联合各政府产业基金和金融机构，拟共同发起设立氢能产业投资基金，未来

5 年内募集资金 150 亿元，重点投资固体氧化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氢能燃料电池

技术开发和应用、加氢站建设等领域。在基金设立、出资、和管理过程中，基金

公司的公司运作采用多普通合伙人（GP）的方式独立运作。基金公司母公司设

立在徐州。确定琢鼎资本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日常管理及基础运行工作。 

3、各方同意，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为前提，共同建立氢能产业战略合作伙

伴联合体——航锦科技、徐州华清及徐州铭寰为中国氢能燃料电池产业的一致行

动人，是产业合作不可分割的主体。各方同意，徐州华清作为徐州氢能产业园核

心企业，未来 5 年以 SOFC 技术路线为基础，将徐州华清打造成为中国清洁能源

代表性科技企业及燃料电池龙头供应商；徐州铭寰作为徐州氢能产业园核心企业，

未来 5 年以 PEMFC 技术路线为基础，将以燃料系统技术及 PEMFC 产品优势打

造成中国优势企业，并主导 PEMFC 产业分园建设及发展；航锦科技作为葫芦岛

氢能产业园核心企业，未来 5 年以制氢、储氢、运氢、加氢为基础，引领氢能产

业技术及产业发展。各方通力合作，复制徐州氢能产业园模式，把航锦科技氢能

燃料电池打造成东北氢能主要技术及产业基地。联合体三方一致行动，分工布局

中国氢能产业园核心产业落地，以此为基础共同建设、发展、吸纳氢能燃料电池

产业相关企业，逐步引领并成为中国氢能燃料电池联盟主要力量。 

4、苏州华清同意航锦科技优先（三个月内）进行股权投资，成为苏州华清

的重要战略股东。华清能源（苏州华清和徐州华清之合称）3 年内以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 IPO 上市为首要目标。 

5、上海铭寰承诺 2019年5月设立完成徐州铭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徐州铭寰），并同意徐州华清、航锦科技成为徐州铭寰的重要战略股东；徐州铭

寰承诺 1 年内吸收合并上海铭寰，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IPO 上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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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方同意，航锦科技与徐州华清、徐州铭寰作为主要发起方，设立徐州

氢能燃料电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拟命名，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氢能研究院），并积极推进努力于 2019 年 6 月在中国徐州设立完成。 

7、各方同意，氢能研究院下设中国（徐州）氢能产业投资公司（拟命名，

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氢能投资公司），同意航锦科技或下属子公司

成为氢能投资公司的重要股东方或普通合伙人。氢能投资公司根据投资规模和投

资能力，优先投资徐州华清和徐州铭寰以及徐州氢能产业园区基地内企业及园区

外产业上下游企业，氢能投资公司同时成立葫芦岛氢能投资分公司，支持航锦科

技葫芦岛产业园的建设。 

8、徐州华清、徐州铭寰、氢能投资公司也将同时大力支持航锦科技葫芦岛

氢能产业园区的建设和航锦科技氢能转型升级工作。 

9、各方同意，氢能研究院下设中国氢能世界技术合作中心（以下简称：氢

能世界中心），展开跨国技术合作和技术交流；氢能投资公司积极配合该机构工

作成果落地工作。 

10、各方同意，聘请清华大学韩敏芳教授为氢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和氢能世

界中心主任，聘请韩敏芳团队为合作各方的技术支撑方，负责对产业技术、产业

园规划建设进行全面咨询、指导工作。 

11、各方同意，清华大学韩敏芳教授及其团队作为协议各方的项目合作方、

连带合作方及一致行动人，负责氢能燃料电池项目的技术合作及技术支撑工作。

协议的签订各方是与清华大学及清华大学韩敏芳教授技术团队是一致行动人及

连带合作方；清华大学韩敏芳教授技术团队是此项目的协议一致行动执行方，是

本协议合作四方的密切一体合作方之一，是四方合作的共同体成员，与四方合作

是同时存在方，合作中五方为缺一不可合作形式。 

12、各方同意一致行动，在航锦科技葫芦岛产业园区优先立项并建立一条

1MW 副产氢燃料电池发电项目，并同时申请国家级产业示范。以该国家级产业

示范项目为基础，由航锦科技牵头，展开对此类项目的联合推广。清华大学（能

源与动力工程系）为此项目的总体设计及技术服务方，给予全面的技术及设计支

持。 

13、航锦科技与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达成氢能燃料电池项目合作

协议，就航锦科技氢能科技园区、氯碱副氢利用、储氢、加氢站、燃料电池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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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咨询、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等方面展开全面落地合作。同时，双方同意

根据发展情况，逐步建立更高层次的产学研平台展开合作。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参见本节（二）氢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服务合同。 

14、各方同意发起中国氢能产业联盟，并成为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同意

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和建立氢能产业链智慧运营平台和氢能产业链交易平台，

努力成为中国氢能产业园建设、氢能产业链投资、氢能产业交易、氢能产业技术

合作、氢能燃料电池产业园运营的重要力量及建设运营体。 

15、上述第 4、5、6 条所涉及股权投资相关具体金额及估值，各方将另行签

定投资协议。 

（二）氢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服务合同 

航锦科技与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达成如下技术服务内容： 

1、清华大学韩敏芳教授团队为航锦科技规划建设氢能源产业园提供咨询服

务。 

2、清华大学韩敏芳教授团队为航锦科技股份在建设和发展氢能源产业链提

供技术服务。 

3、合同有效期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 

1、本次合作充分发挥了各方优势，以共同行动、合作为先、相互依存、信

息共享的方式建立中国氢能产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氢能燃料电池国际

领先技术下规模化的中国氢能龙头产业集群，共同推动中国氢能产业的发展。 

2、公司氢气年产能 127,679,400Nm3（合 11,412 吨/年），公司氢气产品的

纯度达到 99.94%，最适宜于氢燃料电池领域之应用，具有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韩敏芳教授带领的技术团队在氢能源燃料电池方面拥有的国际领先技术，在氢能

燃料电池领先的产业积累和坚实技术基础。本次合作有助于上市公司氢能源的合

理利用，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竞争力。 

3、苏州华清由韩敏芳教授、彭苏萍院士等人联合创办；上海铭寰由多名在

国外从事氢能燃料电池的华裔专家于 2016 年 8 月创立，经三年的发展，已经成

为中国中小型燃料系统优势方案解决商。上述企业在氢能源行业的经营和管理经

验，有助于公司快速进入该领域、快速发展并接触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拓展

公司氢能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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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公司生产氢气 1.09 万吨，销售氢气 960 吨、压缩氢气 709 吨，

另有部分氢气用于制备盐酸等或直接排空；2018年，氢气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239

万元，压缩氢气实现营业收入 1,361 万元。本次合作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 2019

年的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其对后期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本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协议的审议程序 

上述协议为各方签署的框架性意向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六、风险提示 

1、该协议涉及氢能燃料电池，公司除生产高纯度氢气外，项目和产品均需

依赖清华大学能动系给予全面的技术及设计支持，公司自身并无燃料电池整体设

计或供应的技术研发能力。该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 2019

年的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其对后期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确定，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华清能源及徐州铭寰最终能否成功在科创板上市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进展，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七、其他相关说明 

1、于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无变动。 

2、在保证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战略各方面稳定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

正与其债权人协商，拟通过债务展期或其他方式降低相关债务对上市公司控制权

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如双方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控股股东将及时告知

上市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于协议签订的未来三个月内，公司其他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减持计划。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所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各方 协议名称 进展情况 

1 
2018 年 4 月

9 日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四

研究所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正常履行中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2 
2017 年 6 月

15 日 

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

司、威科电子模块（深

圳）有限公司原股东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

架协议的公告》 
履行完毕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与合作各方签署的《氢能燃料电池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2、公司与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签署的《氢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服务合

同》。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