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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成都佰思格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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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为把握钠离子电

池发展机遇，积极布局钠离子电池材料（硬碳负极材料）产业链，于近日与成都佰思格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佰思格” 或“甲方”）及其原股东签署了投资协议。经

协议约定，公司向成都佰思格投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人民币 11.761 万元计入成都

佰思格注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988.239万元计入成都佰思格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成都佰思格 8.33%的股权。 

2、投资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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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谢皎先生, 中国国籍，男，标的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 36.33%的股

权。 

2、王瑨先生，中国国籍，男，标的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 26.28%的股

权。 

3、成都蓉晋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9E45H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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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谢皎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成都高新区天骄路 368 号三层 C-010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4、成都春垒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DGTUP14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西段

6号成都科学城天府菁蓉中心 C 区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 

5、杭州安丰创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B2KY293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甘水巷 141 号 122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

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6、绍兴市上虞区安丰康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D7YF92H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镇东村村委西侧原古堡葡萄酒业公司内

场所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

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 

以上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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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成都佰思格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AGFYW3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谢皎 

注册资本：129.375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01 日 

住所：成都高新区天骄路 368 号三层 B-330 室 

经营范围：电池、电容器原材料及其零配件技术开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谢皎 47 36.33% 

王瑨 34 26.28% 

成都蓉晋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14.69% 

成都春垒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11.59% 

杭州安丰创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25 6.67% 

绍兴市上虞区安丰康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5 4.44% 

合计 129.375 100% 

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谢皎 47 33.30% 

王瑨 34 24.09% 

成都蓉晋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13.46% 

成都春垒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10.63% 

杭州安丰创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25 6.11% 

绍兴市上虞区安丰康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5 4.07%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761 8.33% 

合计 141.136 100%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0年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9月 

/2021年 9月 30日 

营业收入 391,022.46 3,360,8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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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38,744.60 -359,107.87 

资产总额 7,424,814.01 6,531,254.78 

净资产 6,948,358.59 6,289,799.5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业务情况：成都佰思格已量产比容量 300-650mAh/g 七种产品，可覆盖超快充

消费（3C）、新能源汽车（48V启动电池、HEV 和 EV）、长寿命及低温储能、轨道交通、

低成本钠离子电池以及军工多个市场需求。其中比容量≥550mAh/g 的超高容量硬炭材料

（进口产品最高容量为 480mAh/g），还具有“零膨胀”特性，符合下一代“轻、薄、快

充”智能手机的发展方向；所产钠离子硬炭材料价格远低于进口产品价格，具有极高的

性价比优势。 

3、标的公司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交易价格是以成都佰思格发展前景和市场价格为参考，经各方沟通协商后

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四、签订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融资方）：成都佰思格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投资方）：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甲方现有全体股东）： 

丙方一：谢皎 

丙方二：王瑨 

丙方三：成都蓉晋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四：成都春垒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五：杭州安丰创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六：绍兴市上虞区安丰康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投资的前提条件 

1.1 各方确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义务以下列全部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各方同意并正式签署本协议并生效； 

（2）甲方已经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充分、真实、完整披露甲方的资产、负债、权益、

对外担保以及与本次投资相关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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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股东会已批准本次投资和签署有效决议； 

（4）甲方现有股东放弃对甲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5）乙方的投资决策机构或权力机构已经批准了本次交易和交易文件； 

（6）甲方与核心人员签署了有效且可以执行的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 

（7）丙方一、丙方二、丙方三、丙方四、丙方五、丙方六认缴的注册资本均已完成

足额实缴出资。 

1.2 前提条件不豁免：投资方支付投资价款的行为是投资方积极履行协议的表现，

不可用来反证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前提条件得到全部满足。投资完成后前述交易条件并

未得到满足的，投资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在指定期限内退回全部投资价款或者使交易条

件在指定期限内得到全部满足，并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支付违约金。 

2、乙方投资方案 

2.1 本次投资前，甲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谢皎 47 36.33% 

王瑨 34 26.28% 

成都蓉晋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14.69% 

成都春垒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11.59% 

杭州安丰创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25 6.67% 

绍兴市上虞区安丰康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5 4.44% 

合计 129.375 100% 

2.2 乙方对甲方进行增资，增资后估值为人民币 1.20 亿，乙方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具体如下： 

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投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人民币 11.761 万元计入甲方的

注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988.239 万元计入甲方资本公积。 

2.3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谢皎 47 33.30% 

王瑨 34 24.09% 

成都蓉晋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13.46% 

成都春垒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10.63% 

杭州安丰创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25 6.11% 

绍兴市上虞区安丰康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5 4.07%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761 8.33% 

合计 141.13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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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款缴付 

3.1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以下书面资料： 

（1）甲方股东会就本次增资、吸收乙方为新股东、现有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股

东会决议； 

（2）经甲方盖章的甲方各股东实缴出资证明及银行流水； 

（3）经甲方盖章的甲方近一期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 

3.2 乙方在收到第 3.1 条的所有资料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将乙方的 1000 万元投资

款支付至甲方账户。 

4、乙方完成全额支付投资款之日即为本次投资完成日。自本次投资完成日起，乙

方成为甲方的股东，按本协议 2.3 条约定按甲方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同时承担相

应的义务。 

5、公司治理 

5.1 甲方将以 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深圳交易所上市）或被上市公司收

购为目标，依照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严格规范

公司经营，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财务管理。 

5.2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投资完成后，乙方有权委派一名董事。 

5.3 为保证公司良性发展，维护公司和各股东权益，各方确定公司在本次投资完成

日起，非经乙方书面同意，公司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1）经营开展与公司现有业务不相关的业务； 

（2）投资设立、参股任何与公司现有业务不相关的子公司； 

（3）为任何与公司业务发展无关的第三方提供担保、抵押； 

（4）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抵押。 

6、违约责任 

6.1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全面履行本协议，或不履行已作的保

证，均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约，应按本协议约定向守约方承担责任，违约方应承担守

约方为维护本方利益而针对违约行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所花费的合理费用（包括差旅

费、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等）。 

6.2 各方同意，除本协议有特别约定之外，如一方的违约行为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则违约方应对守约方的损失给予赔偿。 

6.3 如果甲方/实际控制人向乙方提供的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信息或文件不真实、

不完整或有任何虚假，或者甲方/实际控制人违反了本协议第七条的保证和承诺，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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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要求甲方返还投资款。 

6.4 违约方向守约方赔偿损失的行为不影响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协议的权利。 

7、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7.1 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修改的内容由

协议各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7.2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解除： 

（1）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或本协议的约定解除； 

（2）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 

7.3 若本协议自甲方签署后 60 日内未取得投资方董事会批准，则甲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甲方在提出解除本协议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通知在到达其他各方时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把握钠离子电池发展机遇，为客户提供更多样的电池产品选择，公司近年来加大

钠离子电池的研发力度，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对成都佰思格增资入股，能使公司更好的切

入硬碳负极材料产业链，保障优质电池原材料的供应，有利于未来公司钠离子电池产品

的开发和大规模量产。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只是参股方，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对标的公司尚无大规模投资安排，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暂不会对公司主

业产生明显影响。 

3、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因市场变化导致的市场竞争风险和未来收益不确定的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成都佰思格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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