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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2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0-021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和孙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鹏控股”）于 2020

年 11 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增资暨子公司向孙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募集资

金监管账户的合计 148,006.70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

孙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0 年 11 月 24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暨子公司向

孙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近日，相关子公司及孙

公司已就上述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暨子公司向孙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

意将存放于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合计 148,006.70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孙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对象 实施项目 
增资金额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暨实收资本

（万元） 

1 
湖口东鹏新

材料有限公

年产 315 万平方米新型

环保生态石板材改造项
18,006.70 18,0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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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增资对象 实施项目 
增资金额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暨实收资本

（万元） 

司 目 

2 

丰城市东鹏

陶瓷有限公

司 

扩建 4 条陶瓷生产线项
目 

60,000.00 60,000.00 

3 
澧县新鹏陶

瓷有限公司 

澧县新鹏陶瓷有限公司

二期扩建项目 
10,000.00 10,000.00 

4 

佛山东鹏洁

具股份有限

公司注 1
 

年产 260 万件节水型卫

生洁具及 100 万件五金

龙头建设项目 

45,000.00 45,000.00 

5 

佛山市东鹏

陶瓷有限公

司 

东鹏信息化设备及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 
10,000.00 10,000.00 

6 

佛山市东鹏

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 

智能化产品展示厅建设

项目 
5,000.00 5,000.00 

注 1：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鹏洁具）进行增资，东鹏洁具将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向东鹏洁具全资子公司江门市

东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东鹏）进行增资，其中 45,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由江门东鹏用于实施年产 260万件节水型卫生洁具及 100万件五金龙头

建设项目。 

二、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近日，相关子公司及孙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并新换发的《营业执照》的相关

信息如下： 

1、丰城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名称 丰城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81662046200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江西省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大道 6号 

法定代表人 熊乐夫 

注册资本 陆亿陆仟伍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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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7 年 07月 1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陶瓷制品的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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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新鹏陶瓷有限公司 

名称 澧县新鹏陶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23694021083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湖南省澧县澧南镇乔家河居委会大雁路 59号 

法定代表人 徐由强 

注册资本 壹亿壹仟叁佰肆拾伍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9 年 09 月 09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陶瓷原料加工销售、陶瓷制品生产销售。 

3、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193548282X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海口村尤鱼岗侧 

法定代表人 何新明 

注册资本 伍亿零捌佰叁拾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4 年 12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厨柜、浴室柜、淋浴房、卫浴电

器、水暖五金器材、天花板、其他家用电力器及上述产

品相关配套附件的生产、加工、销售；信息技术服务，

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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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江门市东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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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江门市东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784315180392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鹤山市共和镇鸿江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何新明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亿伍仟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07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销售：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厨柜、浴室

柜、淋浴房、卫浴电器、水暖五金器材、天花板及上述

产品相关配套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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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名称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588261331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三路 8 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 何新明 

注册资本 壹亿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卫浴产品、陶瓷制品的研究、开发、营销、培训服务；

批发、零售、维修：陶瓷制品、水暖器材、卫浴产品、

橱柜、木地板、家居用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陶瓷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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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590114154P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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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27 号首层（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 何新明 

注册资本 陆仟叁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02月 2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网上销售、维修：陶瓷制品、水暖器材、

卫浴产品、陶瓷材料及产品、电子产品、灯饰、家具、

工艺品、软装饰品、家居用品、礼品、纺织品、边框

装饰类辅材、瓷砖胶、填缝剂、展示架；持有效审批

证件从事食品流通（酒类、茶叶）；卫浴产品、陶瓷制

品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

息系统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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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湖口东鹏新材料有限公司 

名称 湖口东鹏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29MA39484F2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高新园区银砂湾园区沿江大道南

侧、中红普林西侧 

法定代表人 陈昆列 

注册资本 壹亿玖仟零陆万柒仟元整 

成立日期 2020 年 01月 14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01月 14日至 2040 年 1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有机材料、无机材料、陶瓷制品、建筑材料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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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丰城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澧县新鹏陶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江门市东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湖口东鹏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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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