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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7        股票简称：大东方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增资 

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重要内容提示：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东方”）

拟通过投资的淮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陶铝新材产业投资”），对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陶铝新材研究院”）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

全部计入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持有“陶铝新材研究院”

30%股权。 

 本次投资事项与公司实际控股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均瑶集团”）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度截至本议案公告日，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均

瑶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730.64万元，均在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范围内。 

 风险提示：本次增资或因共同增资相关参与方未能获得有权部门批准等

因素，存在与相关方未能达成正式签署生效协议的风险；增资完成后，

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所处新材料产业市场环

境和经营管理或未可预期等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投资回报期较长，

流动性较低等风险；标的公司可能因无法达到预期成长性、无法达到预

期效益、亏损而使本次投资受损等风险。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1、本次增资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召开“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认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实

现对“陶铝新材料”产业投资的目标，并于 2020 年 9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参与

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为进一步加快该项目向“陶铝新材料产业既定标的”的

推进，同时也为提升决策效率，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持有 44.71%

大东方股份的股东，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大东方公司章

程等规定，以增加临时提案的方式，向公司将于 2020年 11月 23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本提案，通过上述投资布局的“陶铝新材产业投资”，

接续完成对“陶铝新材研究院”进行增资的整个投资步骤。本次拟增资金额为人

民币 30,000 万元，全部计入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将持有“陶铝

新材研究院”30%股权。 

 “陶铝新材料”是经上海交通大学相关院士、教授指导、带领的科研团队

合力攻坚多年研发而成，学术名为“原位自生纳米陶瓷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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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获批安徽省“三重一创”重大新兴产业专项，被

列入工信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并已为多项国家科研项目

提供材料支撑；在应用上，“陶铝新材料”已在高爆压内燃机活塞、大飞机结构

主材、航空发动机叶片等应用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其兼具陶瓷坚硬和铝合金轻、

韧的优点，具有高强轻质、耐温耐劳、减震低胀、易工易塑等特点，已开始应用

于航空航天、高铁、汽车等领域，其广阔应用领域和高技术壁垒，将有利于占据

高端铝基材料领域的制高点，具有较大产业投资价值。 

“陶铝新材料”产业板块自 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与安徽准北市政府签订校、

市战略合作协议始，经淮北市政府、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均瑶集团等“政、学、

产、研”合作推动，致力于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性新型材料，逐步

形成以“陶铝新材研究院”为产业战略发展指导，以上海交通大学特种材料研究

所为材料研发中心，以“陶铝新材研究院”及其下属产业公司等为产品研发中心

和生产中心的分工格局，初步完备研发、生产和服务能力，并通过了 ISO9001、

IATF16949、AS9100 等多项认证。 

公司将通过本次投资的“陶铝新材研究院”（及其旗下控股、参股子公司），

以分享该产业未来的广阔发展空间及投资价值。 

 

2、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因本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均瑶集团”为“陶铝研究院”的股东之一，本次对

外投资构成与本公司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3、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本次增资事项各当事方基本情况 

1、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2)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 8号 

(3) 法定代表人：王均金 

(4)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5) 成立日期：2001年 02月 14日 

(6) 营业期限：2001年 02月 14日至不约定期限 

(7)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规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金银首饰、珠宝首饰、贵金

属礼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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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主要股东：王均金。 

(9)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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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经审计） 

总资产 8,552,712.73 8,741,362.20 

负债总额 5,734,429.03 5,964,985.80 

净资产 2,818,283.70 2,776,376.4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3,176,711.76 1,772,432.00 

利润总额 316,119.84 89,371.92 

净利润 204,148.14 70,228.13 

(10)与上市公司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均

瑶集团”为“大东方”实际控股股东。 

 

2、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控股或投资的法人独资）  

(2) 住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淮海路北花园路东营-1#401  

(3) 法定代表人：周开宇 

(4)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5) 成立日期：2019 年 11月 04日 

(6) 营业期限：2019年 11 月 04日至不约定期限 

(7) 经营范围：采用阶段参股、直接投资、跟进投资等模式扶持我市高新技

术产业、优势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促进优质资本、项目、技术和人才向淮北集聚，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本市符合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向的行业和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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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主要股东：淮北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 与上市公司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淮

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大东方股权，大东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大东方 5%以上股份的股东、大东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没有在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任职，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与大东

方及第三方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3、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 住所：淮北经济开发区龙湖工业园 

(3) 法定代表人：易志高 

(4)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 成立日期：2013年 01月 25日 

(6) 营业期限：2013年 01月 25日至 2063 年 01月 24日 

(7) 经营范围：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铝、铝合金及其制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有色金属粉体、线材和焊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航空航天器材、轨道交通设备，汽车、摩托车、内燃机、压缩机等

的零部件制造、销售；电力设备和器材的生产经营；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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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主要股东：王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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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0,363.00 

负债总额 5,806.03 

净资产 14,556.97 

项目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714.24 

利润总额 3,062.21 

净利润 2,640.76 

 (10)与上市公司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大东方股权，大东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大东方 5%以上股份的股东、大东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没有在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任职，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与大东方及

第三方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4、自然人：王浩伟 

(1) 性别：男  

(2) 国籍：中国 

(3) 住所：中国上海  

(4) 最近三年的职业、职务等基本情况： 

王浩伟，男，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

通大学材料学院特种材料研究所所长、金属基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获国务院

特殊津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上海市领军人才、国家

教委科技进步奖等荣誉和奖励，已承担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项目等三十余项，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五十余项。 

 

5、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 600号 3 幢 110室、111室 

(3) 法定代表人：朱新远  

(4) 注册资本：50万元 

(5) 成立日期：2014年 05月 26日 

(6) 营业期限：2014年 05月 26日至 2034 年 05月 25日 

(7) 经营范围： 知识产权管理，从事信息科技、检测科技、网络科技、计

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实业投资，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研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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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主要股东：上海交通大学 

(9) 与上市公司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上

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大东方股权，大东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大东方 5%以上股份的股东、大东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没有在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与

大东方及第三方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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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淮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 执行事务合伙人：唐祖荣 

(3) 成立日期：2020年 09月 14日 

(4) 合伙期限：至 2028年 09月 14日 

(5)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淮北市经济开发区龙湖高新区威龙路 20 号行政

楼 3楼 302室 

(6)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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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基金管理人：君信（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与上市公司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截

止目前，淮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大东方作为

单一有限合伙人（LP）认购的上海君信科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主要有限合伙人（LP），于 2020年 9月设立。 

 

三、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陶铝新材研究院”基本情况 

(1) 名称：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住所：淮北经济开发区龙湖高新区威龙路 21号 

(4) 法定代表人：唐世军 

(5)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6) 成立日期：2017年 9月 22日 

(7) 营业期限：2017年 9月 22日至长期 

(8) 经营范围：新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应用、

技术转让；新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铝、铝合金、铝基材料及其制品的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和维修售后服务；有色金属粉末、线材和焊丝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交通装备、船舶装备、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船舶舰

艇、汽车、摩托车、内燃机、压缩机、电力设备和器材、电子元器件配套装备、

机械设备、箱包、手机、建筑、体育用品及器械、电子产品、手持工具、五金百

货、石油生产配套设备等设备、器材、零部件、配件、附件的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和维修售后服务；汽车及发动机的销售；实业投资、项目投资；物业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增资标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陶铝新材研究院”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16,400 41% 

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 货币 16,400 41%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资产 5,200 13% 

王浩伟 知识产权 1,200 3%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 800 2% 

合计 4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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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增资后“陶铝新材研究院”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类型 
增资额 

（万元） 

增资完成后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上海均瑶(集团)有

限公司 
货币 18,600 35,000 35% 

淮北市产业扶持基

金有限公司 
货币 9,600 26,000 26%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 
资产 — 5,200 5.2% 

王浩伟 
知识产权 — 1,200 1.2% 

货币 1,800 1,800 1.8%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

管理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 — 800 0.8% 

淮北市陶铝新材料 

产业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货币 30,000 30,000 30% 

合计 60,000 100,000 100% 

 

3、增资标的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经审计） 

总资产 38,305.62 37,804.88 

负债总额 1,737.97 4,093.01 

净资产 36,567.64 33,711.88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367.98 293.97 

利润总额 -2,806.79 -2,855.77 

净利润 -2,817.63 -2,855.77 

 

4、增资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事项的定价依据为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实收资本（根据公正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20]A1281号”《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0年 1-9月）》）；所涉资产事项的定价依据为上海申威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20]第 0513号”《无锡商业大厦大东

方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同比例增资涉及的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得出的评估结论——“评估前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469,200,417.66 元，负债账面值为 109,557,327.22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359,643,090.44 元，本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具体结论如下：经评估，以 2020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

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为 402,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肆亿零贰佰万元整。评估增值

42,356,909.56元，增值率 11.78%。”（注：评估公司引用的相关财务数据为经审

计的标的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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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上所述，本次拟增资事项的出资对价是合理的，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或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拟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均金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89号 37 楼 

乙方：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开宇 

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淮海路北花园路东营-1#401 

丙方：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易志高 

地址：淮北经济开发区龙湖工业园 

丁方：王浩伟 

身份证号：610103196604183772 

戊方：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新远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 600号 3幢 110 室、111室 

己方：淮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经济开发区龙湖高新区威龙路 20号行政楼 3 楼 302室 

（甲乙丙丁戊五方合称原股东，甲乙丙丁戊己合称各方。） 

 

鉴于： 

1、2017年 7月 7日，淮北市人民政府、上海交通大学、甲方与丙方签订了

《陶铝新材料政产学研合作协议》（简称《四方协议》）； 

2、2017 年 9 月 12 日，为落实《四方协议》关于成立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简称标的公司）的约定，甲乙丙丁戊五方签订了《安徽陶铝新材料

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简称《合作协议》），并于同年 9月 22日成功

设立标的公司； 

3、2020 年 9 月 1 日，为进一步落实《四方协议》的目标，履行合作承诺、

完善合作机制，淮北市人民政府、上海交通大学、甲方与丙方签订了《关于进一

步完善陶铝新材料合作机制的补充协议》。 

现原股东依循上述协议的精神，为履行上述协议承诺，经自愿协商，决定引

入己方，共同对标的公司增资，并就该等事宜于上海市达成如下一致： 

第一条 研究院公司股权现状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16,400 41% 

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 货币 16,400 41%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资产 5,200 13% 

王浩伟 知识产权 1,200 3%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 800 2% 

合计 40,000 100% 

第二条 增资方案 

1、资本总额：本次增资金额为 6 亿元，均以货币形式出资，且应全部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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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资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亿元； 

2、新股东的引入：各方同意引入己方为研究院公司新股东，享受股东权利，

履行股东义务； 

3、增资后，标的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35,000 35% 

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 货币 26,000 26%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资产 5,200 5.2% 

王浩伟 
知识产权 1,200 1.2% 

货币 1,800 1.8%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 800 0.8% 

淮北市陶铝新材料 产业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30,000 30% 

合计 100,000 100% 

4、增资款项应全部汇入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5、增资款项的缴纳： 

（1）丁方增资款项可暂不实缴，待后续标的公司对外融资时由新引入的股

东补足，若无法补足，由甲方出资补足。若在丁方增资款项补足前，因出资未到

位导致丁方须承担未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关责任的，该等责任应由甲方承担。 

（2）除丁方外参与增资的各方，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的 3 个工作日内将增

资款汇入本条第四项约定的指定账户。 

第三条 增资款用途 

增资款只能用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采

购、市场推广、研发投入等，不得用于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用途。 

第四条 公司治理结构调整 

增资后，由甲方主导对标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具体如下： 

1、董事会：标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7 人，其中甲方提名 3 人，己

方提名 1人，乙方提名 2人，丙方丁方戊方共同提名 1人。董事任期三年，可连

选连任。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由甲方提名；副董事长 1人，由乙方提名。 

2、监事会：标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 6 人，其中乙丙戊己各提名 1

人，职工监事 2人。监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1人，由乙方提名。 

3、高级管理人员：标的公司设总经理 1 人，由董事长提名；设财务负责人

1人，副总经理若干人，均由总经理提名。 

第五条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各方同意，将尽力配合标的公司完成增资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应于协议

签订之日起的 1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条 甲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1、甲方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完全的权利

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所需要的一切批准、许可和授权；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

其构成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章程、合同、承诺和政

府法令。 



9 

 

甲方在此进一步承诺如下： 

甲方对标的公司的投资为战略投资，并将在未来始终保持第一大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的地位。 

第七条 丁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1、丁方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居民自然人； 

2、丁方拥有充分的权利和法律能力以签署本协议，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义

务； 

3、丁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1）其作为签约方的任何合同或对其

有约束力的任何其他安排，（2）对其适用的法律法规； 

4、丁方承诺，丁方将带领研发团队全力配合与协助标的公司对知识产权的

消化、运用，促进陶铝新材料相关技术在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产业化应用。 

第八条 其他各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1、本公司/合伙企业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具有完全的权

利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所需要的一切批准、许可和授权；本协议一经签署即

对其构成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本公司/合伙企业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章程、合同、

承诺和政府法令。 

第九条 保密义务 

1、协议各方对于本协议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

研发项目进度、本次交易信息等）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其他各方书面同意，任何

一方均不得将本协议的任何有关事项向除各方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披露，但是因以

下情况进行的披露除外： 

（1）协议各方履行法律法规或组织文件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向其股东或

监管机构等进行的披露； 

（2）向在正常业务中所委托的审计师、律师等工作人员进行的披露，但前

提是该等人员必须对其在进行前述工作中所获知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承担保

密义务； 

（3）该等资料的文件可由公开途径获得或者该资料的披露是法律法规的要

求； 

（4）向法院或者根据任何诉前披露程序或类似程序的要求，或根据所采取

的法律程序所进行的与本协议有关的披露； 

（5）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的相关披露。 

2、未经提供保密信息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任意复制、修

改保密信息。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出资，未按约定期限出资的，视为

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其立即出资，并向守约方承担以未出资金额为本金，按年

利率 10%标准，从约定出资日期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 

2、各方应遵守本协议约定的保密等义务，若因违反该等义务导致标的公司

损失的，应赔偿标的公司损失。 

3、各方应确保其在本协议作出的声明、保证及承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因其声明、保证及承诺原因导致其他各方或标的公司损失的，应承担赔偿

责任。 

第十一条 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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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

管辖。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抓住高新材料产业培育成长机遇，寻找产业未来价值投

资机会，并寻找探索新领域、新业务的机会，促进公司转型发展。 

 

2、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或因共同增资相关参与方未能获得有权部门批准等因素，存在与相

关方未能达成正式签署生效协议的风险；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受

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所处新材料产业市场环境和经营管理或未可预期等不确定

性因素，可能导致投资回报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风险；标的公司可能因无法达

到预期成长性、无法达到预期效益、亏损而使本次投资受损等风险。 

 

六、本次对外投资履行的审议程序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持有 44.71%大东方股份的股东，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大东方公司章程等规定，以增加临时提

案的方式，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向公司将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本提案，本次提案的提交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规定。 

 

七、本年度与相关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度截至本议案公告日，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均瑶

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730.64 万元，

均在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详见

公司于2020年5月7日披露的《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八、备查文件 

1、《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大东方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2、《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0 年 1-9 月）》（公正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公 W[2020]A1281号”）； 

3、《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同比例增资涉及的安徽陶铝新材

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沪申威评报字[2020]第 0513号”）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1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