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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818        证券简称：耐普矿机       公告编号：2022-009 

债券代码：123127        债券简称：耐普转债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更正公告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耐普矿机”）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8），因工作失误，公告中“四、本次增资的目的、方式及影响

之 2、本次增资的方式”内容有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2、本次增资的方式 

耐普矿机以货币方式向德兴泵业增资 242.5844 万元人民币，其中 27.3504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215.23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德兴实业以房屋建筑出资方式向

德兴泵业增资，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48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德兴实业拟出

资的房屋建筑物经评估后认定的评估价值为 101.72 万元，其中 11.4685 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90.251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德兴泵业注册资本为 138.8189 元，实收资本为 138.8189 万

元，具体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耐普矿机 76.35 货币 55% 

2  德兴实业 62.4685 
房屋建筑

物出资 
45% 

合计 138.8189 — 100.00% 

现更正为： 

2、本次增资的方式 

耐普矿机以货币方式向德兴泵业增资 242.5844 万元人民币，其中 27.35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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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计入注册资本，215.23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德兴实业以房屋建筑出资方式向

德兴泵业增资，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48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德兴实业拟出

资的房屋建筑物经评估后认定的评估价值为 101.72 万元，其中 11.4685 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90.251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德兴泵业注册资本为 138.8189 万元，实收资本为 138.8189

万元，具体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耐普矿机 76.3504 货币 55% 

2 德兴实业 62.4685 
房屋建筑

物出资 
45% 

合计 138.8189 — 100.0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通知全文详见本公告附

件：《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更新后）》。因本次更正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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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更新后） 

一、增资情况概况 

1、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耐普矿机”）于近

日签署了《关于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泵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公司以货

币方式向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泵业”）增资

242.5844 万元人民币，其中 27.3504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15.234 万元计入资本

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德兴泵业 55%股权，成为德兴泵业控股股东。 

德兴泵业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2、公司董事长郑昊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程胜先生在德兴泵业担任

董事，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磊先生担任德兴泵业监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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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泵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81739155684X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国华 

股东信息：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9%；江西铜业集团（德兴）实

业有限公司持股 51% 

注册日期：2002 年 5 月 29 日 

公司地址：江西省德兴市泗洲镇铜矿北区 

经营范围：工矿企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型号泵类产品、沉砂嘴、管件、橡胶制

品销售、安装、产品开发以及废泵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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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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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 427.42 151.78 275.64 2,012.61 125.11 

德兴泵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铜业集团（德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实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817055555328 

注册资本：1834.905506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国华 

股东信息：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注册日期：1999 年 7 月 12 日 

公司地址：江西省德兴市泗洲镇铜矿 2 号桥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印

刷品装订服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

目：橡胶制品制造，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喷涂加工，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涂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五金产品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维修，家用电器销售，土地整治服务，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服装制造，劳动保护用品

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鞋制造，纸制品制造，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

成，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销售，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仪器仪

表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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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兴实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方式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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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资的目的 

德兴泵业主营业务提供渣浆泵备件销售和维保的企业，向本公司采购产品为

生产经营所需的橡胶耐磨制品，包括前护板、后护板、叶轮等产品。 

本次对德兴泵业增资可以进一步加快德兴泵业的发展，为日常业务开展提供

进一步支持，有利于提升德兴泵业的盈利水平，对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经

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2、本次增资的方式 

耐普矿机以货币方式向德兴泵业增资 242.5844 万元人民币，其中 27.3504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215.23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德兴实业以房屋建筑出资方式向

德兴泵业增资，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48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德兴实业拟出

资的房屋建筑物经评估后认定的评估价值为 101.72 万元，其中 11.4685 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90.251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德兴泵业注册资本为 138.8189 万元，实收资本为 138.8189

万元，具体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耐普矿机 76.3504 货币 55% 

2 德兴实业 62.4685 
房屋建筑

物出资 
45% 

合计 138.8189 — 100.00% 

3、本次增资的影响 

本次增资满足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的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交易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今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德兴泵业尚未发生日常经营

性关联交易。 



6 

 

六、备查文件 

1、《关于江西铜业集团（德兴）泵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1）第 8148 号）。 

特此公告。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