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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2021-084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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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一）投资设序科技的背景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工智能”）秉

承“通过做优、做强、做大哈工智能，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为中国智能

制造奋勇担当”的战略思想，为激发核心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积极通过

产业孵化模式与核心技术人员共同出资设立创业项目公司。创业项目公司由创业

团队自主研发、独立运营、自负盈亏及负责引入新的投资方；公司主要通过提供

前期战略定位、资源对接等方式，共同打造开放共享式孵化机制，从而获取投资

收益、分享创业成果。创业项目公司聚焦于拓展新的产品类型或业务领域，与公

司现有业务不得存在竞争或重合。基于前述战略，公司于 2020 年 8 月投资设立

上海设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序科技”），设序科技主要从事工业智能

设计、智能仿真、智能工艺规划、智能辅助制造类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等业务；

以 AI+CAD 智能设计软件产品为切入点，通过算法技术赋能设计、仿真、工艺规

划及制造等环节，将原有数十小时级的设计工作量缩短至分钟级，应用场景主要

为汽车焊接工装夹具、3C 及模具等领域。 

（二）本次转让部分股权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设序科技做大做强，公司拟与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郑琼艳

或其授权的第三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公司持有的设序科技 8.58%的股权。

其中，哈工智能分别向联想（北京）有限公司、郑琼艳转让设序科技 3.00%和 5.58%

的股权，合计 8.58%的股权，对应交易价格分别为 574.47 万元、1,068.03 万元，

合计 1,642.50 万元。本次设序科技部分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设序科

技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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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三）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郑琼艳 

姓名 郑琼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13********294X 

工作单位 上海设序科技有限公司 

住址 上海市宝山区******** 

（二）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000458B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6号 2幢 2层 201-H2-6 

注册资本：25000 万港元 

成立日期：1992 年 12月 24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维修、测试电子计算机及其零部件、电子计算机外

部设备、软件、信息系统及网络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及通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

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器印刷设备；委托加工、维修、测试税控收

款机、税控器、家用视听设备、打印机复印机用墨；上述商品、家用电器、办公

家具的批发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进出口；自产产品出租；网络系统集

成；数据管理服务；客户支援服务；工业产品设计服务；网页设计服务；软件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服务；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管理咨询服务；

技术进出口；回收批发废旧电子产品；网络存储产品的推广和代理；委托生产汽

车摩托车零配件；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日用杂货、家用电器、医疗器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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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医疗器械 II类；机械设备租赁；租赁医疗器械 I 类、II类；销售第三类医

疗器械；租赁医疗器械 III类；经营电信业务（仅限电子商务）。（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仅限电子商务）以及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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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说明：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与本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  

（3）经查询，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设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NTMP5G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浦路 500 号 6幢 C区 130 室 A 座 

法定代表人：吴泳荣 

注册资本：2133.3333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08月 1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吴泳荣 821.3334 31.77% 

上海设之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8.4639 14.24%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21.7721 8.58% 

江苏中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2 4.33% 

上海华赑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48 1.86% 

K2 Partners IV Limited 337.3637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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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 42.6667 1.65% 

北京高榕四期康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19.7576 8.50% 

成都市天府新区高榕四期康永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8.7808 1.50% 

万载鸿雅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21.3333 0.83% 

深圳联想天使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6.9924 2.20% 

海纳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97.0464 11.49% 

总计 2,585.51 100.00% 

注：上表为设序科技完成最近一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设序科技增资和股转

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正在准备当中。 

设序科技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8.37 

负债总额 64.99 

净资产 1,643.39 

项目 2021 年 1-3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78 

利润总额 -216.22 

净利润 -216.22 

注：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设序科技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综合考虑设序科技当前业务发展状况及未来经营规划、同行业公司

市盈率水平等多重因素，在此基础上，公司与交易对方本着公平、合理、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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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1）

02427 号），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下，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公司将参股公

司设序科技 8.58%股权合计作价 1,642.50 万元转让给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郑琼艳，本次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不存在交易有失公允的情形。  

五、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郑琼艳 

乙方 2：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上海设序科技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乙方 1、乙方 2合称“乙方”，甲方、乙方合称为“各方”，单

独称“一方”。基于此，各方经友好协商一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达

成本协议如下： 

1. 股权转让 

各方同意，由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受让哈工智能持有的 77.5653 万元人民

币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对应的公司股权，交易价格是 574.47 万元，交易完成后联

想（北京）有限公司持有设序科技 3.00%的股权；由郑琼艳受让哈工智能持有的

144.2068 万元人民币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对应的公司股权，交易价格是 1,068.03

万元，交易完成后郑琼艳持有设序科技 5.58%的股权。 

2. 交割安排 

各方同意，满足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后，各受让方有权自行选择按照以下方

式之一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各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于本协议签署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将各自

50%的股权转让对价分别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以上称“交割”，乙方向

甲方支付 50%股权转让对价的日期为“交割日”）。在交割日后，且在以下时间

（熟晚者）之前，该乙方应将各自剩余 50%的股权转让对价分别支付至甲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1) 2021 年 9月 30日；2) 本协议第 2.2 条所约定的先决条件满足

之日起第十（10）个工作日；或 

（2）各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于本协议签署后且本协议所约定的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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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满足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权转让对价分别一次性支付至甲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以上称“交割”，乙方向甲方支付其应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的

日期为“交割日”），完成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 

3.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违反本协

议任何一项约定的，应赔偿守约方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前述损失，包括因违约行

为或不作为给另一方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费用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及其他顾问的成本和费用）。 

4. 生效与其他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设序科技的股权结构，符合公司及设序科技

的战略规划与未来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实现投资收益，增加公司运营资金，两次股权转让交易完

成后经公司初步测算，将增加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当期利润总额约 1,438.5

万（未经审计），将对公司 2021 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的损益影响以公

司当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3、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在对交易对方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解后认为，本次交易对方财务状况和资信良

好，具备按协议约定支付本次交易款项的能力，且协议中约定了交割安排、违约

责任等相关条款，较为有力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本次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事项符合公司经营计划，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对《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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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 

3、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4、设序科技《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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