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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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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放弃权利事项概述 

1、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对外投资了

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消金公司”），消金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800,000万元，其中，公司作为一般出资人以自有资金出资56,080万元，占消金

公司注册资本的7.01%。 

2、 现消金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拟增加注册资本，本次增资拟采取定向方式

分别向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集团”）等6方募集资本金

220亿元，增资后其注册资本为300亿元。根据《公司法》及消金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公司享有优先认购消金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公司基于发展规划和经营

现状决定不参与消金公司本次增资，同意消金公司本次增资方案并放弃优先认购

权。消金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持股比例由7.01%降至1.869%。 

3、 参与消金公司本次增资的认购方及认购金额：蚂蚁集团认购110亿元、江

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跃医疗”）认购10.978亿元、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认购60亿元、浙江舜宇光

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宇光学”）认购18亿元、广州博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冠科技”）认购13.222亿元、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渝富资本”）认购7.8亿元，合计认购价款220亿元。每一元注册资本的

认购价格为人民币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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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获得8票同意，

1票回避表决。董事许诗军先生基于审慎原则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根据《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5、 上述认购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放弃消金公司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增资认购方的基本情况 

消金公司本次增资，各增资认购方基本情况如下： 

认购方一：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7046373179 

注册资本：井贤栋 

法定代表人：3,5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00-10-19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新座5幢80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总部管理；控股公

司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

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翻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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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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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控股股东：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9.86%，杭州君澳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0.66% 

认购方二：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70395265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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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247.692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群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8-10-22 

注册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百胜路1号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所核范围经营）；保健用品的制造与销售；

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机动医疗车改装（凭相关资质开展经营活动）；汽车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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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生产；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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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消毒剂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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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4.54% 

认购方三：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4945A 

注册资本：3,816,453.514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子艾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99-04-19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经营范围：（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

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二）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

处置；（三）破产管理；（四）对外投资；（五）买卖有价证券；（六）发行金

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

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八）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

和顾问；（九）资产及项目评估；（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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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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股58.00% 

认购方四：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342468784 

注册资本：4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叶辽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成立日期：2001-12-29 

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丰乐路67-69号(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光学元器件、光电信息产品的制造、加工、质检技术服务；光学

元器件、光电信息产品生产设备租赁；精密模具的制造和加工；光电信息产品生

产、检测设备的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嵌入式软件的开发、销售和技术服

务；物业服务；保洁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 

控股股东：舜宇光学海外有限公司72.13% 

认购方五：广州博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55585983Y 

注册资本：1,3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丁磊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3-12-08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自编第5栋801、901(仅限办公用途,不可

作厂房) 

经营范围：游戏软件设计制作;体育赛事运营（涉及许可项目的，需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计算机零部件制造（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通信终端设备制造;技术进

出口;广告业;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体育经纪人;体育营销策划服务;网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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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研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产品开发、生产;票务服务;房屋租赁;场

地租赁（不含仓储）;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清扫、清洗日用品零售;卫生洁具零售;

香精及香料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清洁用品批发;

日用器皿及日用杂货批发;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杂品综合零售;日用家

电设备零售;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除外）;货物进出口

(涉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文化娱乐经纪人（演出经纪

机构除外）;百货零售（食品、烟草制品零售除外）;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

发;软件批发;计算机零售;计算机零配件零售;软件零售;工艺美术品零售（文物除

外）;收藏品零售（文物，国家专营专控的除外）;集邮品批发和进出口;保健食品

零售(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准);图书、报刊零售;预包装食品批

发;预包装食品零售;演出经纪机构（中方控股） 

控股股东：网易（香港）有限公司100% 

认购方六：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9256562N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雨松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4-02-27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9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

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企业和资产托管（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须取得前置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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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 

经查询，上述6名增资认购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所涉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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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ABREDDX3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复兴街9号32-1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06-0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

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金

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

券投资业务；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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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查询，消金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消金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400,000 50.00% 

2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120,080 15.01% 

3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80,000 10.00% 

4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64,000 8.00% 

5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56,080 7.01% 

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39,920 4.99% 

7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39,920 4.99% 

合计 800,000 100.00% 

3、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消金公司于2021年6月3日经重庆银保监局获批开业，主要业务为：发放个人

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等消费金

融相关业务。 

4、 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6 月 4 日，截至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资产总额 600.98 亿元，负债总额 526.24 亿元，净资产 74.75 亿元。1-9 月营

业收入 2.91 亿元，营业利润-6.18 亿元，净利润-5.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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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 放弃权利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消金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80亿元增加至人民币300亿元，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220亿元，认购价格为1元/1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的认购方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协商确定各增资认购方以

货币方式向消金公司缴纳出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五、 放弃权利协议的主要内容/本次增资方案 

1、 本次增资与认购 

消 金 公 司 向 全 体 增 资 认 购 方 合 计 增 发 人 民 币 贰 佰 贰 拾 亿

（RMB22,000,000,000）元注册资本，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元，

合计认购价款人民币贰佰贰拾亿（RMB22,000,000,000）元。各增资认购方应按

下表所列金额及比例，各自及分别以现金方式向消金公司认缴并实缴新增注册资

本：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增资认购方 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 应缴纳认购价款 增资方式 

1 蚂蚁集团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货币 

2 鱼跃医疗 1,097,800,000 1,097,800,000 货币 

3 中国信达 6,000,000,000 6,000,000,000 货币 

4 舜宇光学 1,800,000,000 1,800,000,000 货币 

5 博冠科技 1,322,200,000 1,322,200,000 货币 

6 渝富资本 780,000,000 780,000,000 货币 

 总计 22,000,000,000 22,000,000,000  

消金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消金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捌拾亿

（RMB8,00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叁佰亿（RMB30,000,000,000）元，届时

消金公司各出资人的出资情况及股权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出资人 
认缴的注册资

本金额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货币 50.000%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1,200,800,000 货币 4.003%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800,000,000 货币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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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40,000,000 货币 2.133%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0,800,000 货币 1.86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9,200,000 货币 1.33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497,000,000 货币 4.99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00 货币 20.000%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1,800,000,000 货币 6.000% 

广州博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22,200,000 货币 4.407%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780,000,000 货币 2.600% 

总计 30,000,000,000  100.000% 

 

2、 公司治理安排 

消金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消金公司本次增资交割完成后，董事会

由九（9）名董事组成，其中，蚂蚁集团有权提名两（2）名董事候选人，中国信

达有权提名一（1）名董事候选人，舜宇光学有权提名一（1）名董事候选人，提

名及薪酬委员会有权提名两（2）名执行董事候选人及三（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消金公司设监事会，本次增资交割完成后，监事会由五（5）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三（3）名，股东监事两（2）名分别由国泰世华及千方科技提

名。 

消金公司本次增资交割完成后的相关股东会将批准首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

成员按上述安排作出调整，且除该等调整外其他成员保持不变。 

六、 放弃权利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现状及整体发展规划，公司决定放弃消金公司本次增资的

优先认购权，消金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7.01%降至1.869%，消金公

司仍为公司参股企业，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七、 各方相关意见 

1、 董事会意见 

（1） 2021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获得 8 票

同意，1 票回避表决。董事许诗军先生基于审慎原则，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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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是根据公司经营现状和发展规划作出的决定。 

（3） 本次增资的认购方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协商确定各方以货

币方式向消金公司缴纳出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放弃消金公司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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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消金

公司本次增资方案并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