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21-087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绿脉城市交通（欧洲）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一、本次增资概述 

1、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电机”、“公司”）拟向绿脉城市交通（欧

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脉城市”、“标的公司”）增资，本次增资金额为 140,000.00

万福林，约 3000 万元人民币（实际人民币金额按照匈牙利央行公布的实时汇率计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对方 71.88%股权。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增资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绿脉

城市交通（欧洲）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增资金额为 140,000.00 万福林，约 3000

万元人民币（实际人民币金额按照匈牙利央行公布的实时汇率计算），出资全部计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announcelist.shtml


注册资本。本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总共向标的公司投资 230,000.00 万福林，约 5000 万

元人民币（实际人民币金额按照匈牙利央行公布的实时汇率计算），公司将持有标的

公司 71.88%股权。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文本及办理其他与本次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有关的手续。关联董事冯融先生、何德军先生、邹建生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除本次增资事项之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发生额为 855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3、关联交易概述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增资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绿脉城市交通（欧洲）公司（以下简称“绿脉欧洲”）原公司名称为“中车城市

交通（欧洲）有限公司”于 2016 年在匈牙利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8 亿福林，实收资

本 18 亿福林。其中，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持

股 49.33 %，匈牙利（中欧）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持股 0.67%。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顾一

峰、裴杰。公司经营范围为欧洲地区公交线路的规划、设计、投资、咨询、建设；城

市新能源电动客车、新能源电动专用车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设计、销售和租赁；充电系统和充电器、智能停车设备的设计、

销售；城市公交线网的优化设计；智慧物流解决方案；机电设备的销售；新能源产业

项目咨询服务等；产业并购投资等。 

2、财务状况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3641.15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3296.98 万

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90.55%，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 1905.61 万元，其他应收款 1391.37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341.93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9.39%；固定资产 2.2 万元，占

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0.06%。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负债总额达 399.67 万元，均为流动负债，资产负债

率为 10.98%；公司流动比率为 8.25，偿债能力良好。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241.49万元，占企业资产总额的 89.02%。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利润总额-246.17 万元，净利润-246.17 万元。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管理费用 91.74 万元，销售费用 38.02 万元，财务费用 79.45 万元，主

要是汇兑损益；营业税金及附加 1.57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47.65 万元，投资收益

112.26 万元。 

3、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情况 

本次增资前后，绿脉城市交通（欧洲）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增资前股权结构 增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福

林）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福

林） 
持股比例（%） 

1 
浙江方正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50.00% 230,000.00 71.88% 

2 
中车城市交通

有限公司 
88,800.00 49.33% 88,800.00 27.75% 

3 

匈牙利（中欧）

新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1,200.00 0.67% 1,200.00 0.37% 

合计 180,000.00 100.00% 320,000.00 100.00% 

三、关联方企业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MA1G83RM70   

公司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申龙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 何德军 

注册资本 39555.56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 03月 17日 

经营范围 从事公交线路的规划、设计、投资、咨询，城

市新能源电动客车、新能源电动专用车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汽车



整车及零部件的设计、销售和租赁，充电系统

和充电器、智能停车设备的设计、销售，城市

公交线网的优化设计，机电设备销售，自有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

子设备的租赁。 

2、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16,764,604.50 

负债总额    494,238,545.78 

净资产    1,722,526,058.72 

营业收入    24,735,001.56 

利润总额    -43,371,465.22 

净利润    -43,371,465.22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97,130,167.35 

负债总额    997,604,570.40 

净资产    2,199,525,596.95 

营业收入    10,367,916.81 

利润总额    -19,000,461.77 

净利润   -19,000,461.77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本次增资事项遵循市场原则，增资款项全额计入注册资本，以现金方式出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乙方）、匈牙

利（中欧）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丙方）为绿脉城市交通（欧洲）有限公司（简称：

欧洲公司）本次增资扩股前的股东。增资扩股前公司的出资结构为：甲方出资

900,000,000.00 福林，占注册资本的 50%；乙方出资 888,000,000.00 福林，占注册资本

的 49.33%；乙方出资 12,000,000.00 福林，占注册资本的 0.67%。 

2、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增资扩股决议，三方愿意同意甲方对公司进行增资。 



3、为了公司进一步发展，三方同意由甲方投资 14 亿福林，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8

亿福林增至 32 亿福林。 

4、以上协议各方经充分协商，本着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匈牙利法律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签订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 

鉴于目前绿脉欧洲公司已在参与的招标项目发展，绿脉欧洲业务多元化发展布局，

其流动资金面临较大的缺口。本次增资系为绿脉欧洲注入流动资金，缓解绿脉欧洲公

司流动资金压力。 

 2、存在的风险 

（1）政策、法律风险 

虽然中匈两国对于投资和汽车制造行业发展政策利好，但涉及行业监管体制、主

要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风险，细分行业的规定和门槛有不同，有一定的政策风险。

对于此，公司聘有当地法律顾问及资深律师为公司把关，控制因政策和法律带来的风

险。 

（2）技术风险 

电动车辆制造行业属高科技行业，车辆制造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

涌现。尽管合资公司产品拥有中车核心技术、伊卡鲁斯的制造技术、本地化的附加值

等优势，但也存在被超越的风险。为此，依托中车城市交通产业资源，在现有技术基

础上不断创新，保持从产品外观、功能、配套设施、全面解决方案等方面的行业领先

位置；对市场及时跟踪和分析，并在预算中投入大量的技术研发费用，吸纳高层次技

术人才，建立研发团队；注重新产品的开发和拓展，降低风险。 

（3）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业务范围和量级的进一步拓宽也增加了公司管理及运作的难度，投资项目涉

及海外经营实体的直接管理和研发，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公

司管理层和项目团队将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汲取经验，保持公司良性运转。 



3、对公司的影响 

综上所述，绿脉欧洲公司是一家具有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公司，其主营业务在欧

洲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欧洲已树立一定的品牌形象。方正电机与绿脉欧洲公

司在部分业务上具有较大的兼容性，此次增资可为双方带来优势互补，通过资源整合

与渠道共享等手段，在为绿脉欧洲公司围绕主业进行产业链延升和多元化业务发展提

供机会的同时，也利于方正电机实现自主产品研发升级 、欧洲市场渠道开拓，提升国

际化管理和运营水平。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约为 3,855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绿脉城市交通（欧洲）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公

司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

平、合理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资事项，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次对外投资遵循自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在各方平等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3、《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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