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21-014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参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相关监管部门审批程序及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能否完

成前述审批程序和变更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盈利不确定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 

3、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讯自控”或“公司”）及其

子公司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科普”）的战略发展规划，

拟进一步加大工业机器人3D视觉系统的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投入，一方面，持

续优化Bin-picking机器人3D视觉系统相关产品的结构和性能，拓展相关产品在

汽车制造、物流分拣等智能制造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应用，另一方面，投入开发

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等相关技术和产品，拓展相关产品在焊接和

康复领域的应用。为推进前述战略布局的实施，公司及视科普拟进行以下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1、交易一：由视科普现有股东对其进行增资3,000万丹麦克朗，以进一步优

化Bin-picking机器人3D视觉系统相关产品的结构和性能，拓展相关产品在汽车

制造、物流分拣等智能制造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应用，其中，万讯自控增资900

万丹麦克朗，Scape Technologies A/S（以下简称“Scape”）增资500万丹麦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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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视佳合伙”）增资1,600万丹

麦克朗，前述增资完成后，万讯自控将持有视科普30.59%股权，Scape将持有视

科普17.40%股权，视佳合伙将持有视科普52.01%股权； 

2、交易二：由视科普向广西安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博特”）

投资人民币400万元以促进其开发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等相关

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开拓，前述投资完成后，视科普将持有安博特30%股权； 

3、交易三：由视科普和安博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深圳视科博视觉技术

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视科博”）以合作开发

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工作站等技术和产品，开拓焊接机器人市场，其中，视

科普以现金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视科博70%股权，安博特以知识产权和技术出

资人民币300万元占视科博30%股权。 

（二）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香港万讯自控有限公司合计持有Scape27.09%股权；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宇晨先生及董事钟怡泰先生担任Scape董事； 

傅宇晨先生担任视科普执行董事； 

傅宇晨先生担任视佳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视科普向安博特投资完成后，傅宇晨先生将担任安博特之董事； 

公司董事、总经理傅晓阳先生与傅宇晨先生系兄弟关系。 

因此，Scape、视科普、视佳合伙、安博特均为公司关联方。 

交易一为公司及其关联方共同向公司关联方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二、交易三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但董事会审

议相关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三）审议程序 

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联董事傅宇晨、

钟怡泰、傅晓阳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参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

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一）Scape Technologies A/S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cape Technologies A/S 

公司地址：Kochsgade 31 C,3, Odense C, Denmark 

企业类型：纳斯达克第一北市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20,230,496丹麦克朗 

成立日期：2004年2月1日 

主营业务：计算机视觉系统的研发、销售、服务以及相关业务，主要为开发、

生产、销售基于3D视觉系统的标准化Bin-Picking机器人解决方案。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香港万讯自控有限公司合计持有Scape27.09%股权；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宇晨先生及董事钟怡泰先生担任Scape董事；

公司董事、总经理傅晓阳先生与傅宇晨先生系兄弟关系。 

（二）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科技北三路6号万讯自控办公

楼10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傅宇晨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宇晨先生系视佳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一）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区北区三号路万讯自控大楼6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334万丹麦克朗 

成立日期：2016年1月6日 

主营业务：计算机视觉系统的研发、销售、服务以及相关业务，主要为开发、

生产、销售基于3D视觉系统的标准化Bin-Picking机器人解决方案。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宇晨先生担任视科普执行董事。 

2、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前：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丹麦克朗/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35.93% 

Scape Technologies A/S 80.00 23.95% 



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00 40.12% 

合计 334.00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丹麦克朗/万元） 所占比例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 30.59% 

Scape Technologies A/S 580.00 17.40% 

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34.00 52.01% 

合计 3,334.00 100.00%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81,015.26 2,651,310.95 

净资产 -2,563,199.31 -1,462,548.71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984,513.28 2,245,132.65 

净利润 -1,119,263.23 -1,032,914.53 

注：以上2019年度数据经审计，2020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4、本次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二）广西安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安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宁市科园大道西十路19号B1栋标准厂房60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3月9日 

主营业务：工业智能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机器人集

成应用系统、机器人机械本体及其零部件、工业智能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服务等，主要为3D视觉引导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等技术和产品。 

2、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前：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广西维阳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33.00 44.33% 

南宁众和旺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33.33% 

南宁众合兴智能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00 22.33% 

合计 300.00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广西维阳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33.00 31.04% 

南宁众和旺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23.34% 

南宁众合兴智能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00 15.64%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128.50 29.99% 

合计 428.50 100.00%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22,979.60 767,571.47 

净资产 -591,603.59 274,406.33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754,091.08 978,527.33 

净利润 -866,009.92 -837,707.75 

注：以上2019年度数据经审计，2020年数据未经审计。 

4、本次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三）深圳视科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视科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名称为

准） 

拟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区北区科技北三路6号 

法定代表人：傅宇晨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制定并实施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市场开拓计划；根据



市场需求开发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2、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700.00 70.00% 

广西安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30.00% 

合计 1,000.00 100.00% 

3、本次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1、交易一：本次交易定价参考标的公司净资产情况，按每1元丹麦克朗每注

册资本定价，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本次交易。 

2、交易二：本次交易定价主要考虑标的公司3D视觉引导机器人和机器人控

制器等产品应用领域的发展空间及标的公司在该领域技术、客户及市场的积累等

情况，由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本次交易。 

3、交易三：本次交易定价主要考虑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市场及安博特在

该领域技术积累等情况，由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视科普将以现金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

安博特将以技术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安博特用以出资的技术需经过评估，具体

评估值以最终评估为准，若评估值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出资额补足部分由安博

特以现金补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一 

1、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甲方”或“公司”） 

乙方：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丹麦Scape Technologies A/S公司 

丁方：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交易方式和价格： 

由原股东乙方、丙方、丁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增资，合计新增出资等值3,000

万丹麦克朗的人民币，增资价格1元每注册资本。各股东新增出资情况如下： 

（1）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出资等值 900 万丹麦克朗的人民币； 

（2）丹麦 Scape Technologies A/S 公司向公司出资等值 500 万丹麦克朗的人

民币； 

（3）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出资等值 1,600 万丹麦

克朗的人民币。 

2、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各方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后，自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3、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及全部附件全面、适当、及时的履行其义

务及约定，任何一方（“违约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承诺，

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违约方不论本协议是否最终生效，应赔偿和承担非违

约方因该违约而遭受的或者产生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

律师费）和责任。 

4、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方式： 

（1）本协议的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因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可向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交易二 

1、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广西安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方式和价格： 

乙方目前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甲方同意以人民币400万元作为出资，认缴乙

方新增注册资本128.50万元（271.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

注册资本增加至428.50万元，甲方占有乙方30%股权。 

3、合作内容 

（1）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Bin Pick机器人等核心基础技术和工程化开

发。 

（2）开发下肢康复训练医疗机器人项目。 

（3）在广西省区域内销售机器人产品及提供服务。 

4、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及其授权代表签署、盖章后，于本协议签署日之日起生效。 

5、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承诺、保证及其他义务，即构成违约，

均须依据有关法律及本协议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

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

赔偿守约方。 

（2）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承诺、保证及其他义务（包括

但不限于向对方提供的信息虚假、构成误导），致使其他方于本协议项下的目的

不能实现，则守约方有权随时单方解除本协议。 

6、争议解决 

任何缘于或关于本协议或本协议的解释、违反、终止或有效性的争议、论争

或诉求，均应通过协商解决。经协商未能解决，任一方均有权提交至合同签订地

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交易三 

1、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广西安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方式和价格： 

甲乙双方拟在深圳市合作设立合资公司深圳视科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主要

用于开拓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市场及研发相关机器人技术等。其中， 

（1）甲方以现金人民币 1,000 万元进行出资，占合资公司 70%的股权；前述

出资甲方分期缴纳，具体缴纳期限以合资公司章程约定为准。 

（2）乙方以其拥有的3D视觉引导机器人等相关知识产权及技术等出资300

万元，乙方占合资公司30%的股权，乙方用以出资的知识产权及技术需经过评估，

具体评估值以最终评估为准，若评估值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出资额补足部分由

安博特以现金补足。 

2、合作内容 

（1）根据市场需求开发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2）在广西省以外的区域内销售机器人产品及提供服务。 

3、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及其授权代表签署、盖章后，于本协议签署日之日起生效。 

4、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承诺、保证及其他义务，即构成违约，

均须依据有关法律及本协议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

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

赔偿守约方。 

（2）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承诺、保证及其他义务（包括

但不限于向对方提供的信息虚假、构成误导），致使其他方于本协议项下的目的

不能实现，则守约方有权随时单方解除本协议。 

5、争议解决 



任何缘于或关于本协议或本协议的解释、违反、终止或有效性的争议、论争

或诉求，均应通过协商解决。经协商未能解决，任一方均有权提交至合同签订地

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公司最近连续12个月内与视科普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万讯自控及视科普的战略发展规划，2020年10月，视佳合伙向视科普增

资134万丹麦克朗，万讯自控放弃优先增资权。前述增资前后，视科普股权变化

情况如下： 

增资前：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注册资本 

（丹麦克朗/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60.00% 现金 

2 Scape Technologies A/S       80.00  40.00% 现金 

合计 200.00  100.00% - 

增资后：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注册资本 

（丹麦克朗/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35.93% 现金 

2 Scape Technologies A/S       80.00  23.95% 现金 

3 
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4.00  40.12% 现金 

合计 334.00  100.00% -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方面，持续优化Bin-picking机器人3D视觉系统相关产品的结构和性能，

拓展相关产品在汽车制造、物流分拣等智能制造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应用，另一

方面，投入开发3D视觉引导焊接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等相关技术和产品，拓展相

关产品在焊接和康复领域的应用。 

综上，通过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工业机器人相关产品技术的提升和业务发

展，有利于公司提升业务、技术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结合公司及视科普战略发展规划，根据工业机器人3D视觉相关



产品的开发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可为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开拓提供所需资金，

有助于公司及视科普的技术提升和业务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及视科普的核心竞

争力。同时，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次交易结合公司及视科普战略发展规划，根据工业机器人3D视觉相关

产品的开发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可为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开拓提供所需资金，

有助于公司及视科普的技术提升和业务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及视科普的核心竞

争力。同时，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公司关联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不存在

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规定。 

3、本次交易价格由各方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原则，共同协商确定，可

为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开拓提供所需资金，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交易事项无异

议。 

十、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虽然公司的工业机器人3D视觉相关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但产品开发周期较

长，且近年各大传统机器人公司及研究所都开始投入资源在该领域的开发，新的

技术理念及解决方案不断涌现，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一

定的盈利不确定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参股子公司

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