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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22-22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南通大西洋焊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用名，最

终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南通大西洋”或

“新公司”） 

 投资金额：新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四川大西洋焊接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大西洋焊

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大西洋”）以现金和实物资

产出资（其中：现金 451.62 万元，实物资产 1548.38 万元），占

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特别风险提示：新公司的设立，尚需取得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核

准。新公司成立后，在未来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政策

调整、行业竞争、市场环境变化、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能否快速推进各方面工作，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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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充分利用华东地区药芯焊丝产业聚集优势，进一步扩大江苏大

西洋产能，抢抓市场机遇，形成公司药芯焊丝“销地产”生产基地战

略布局。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大西洋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召开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在南通成立江苏大西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同意江苏大西洋在南通投资成立新公司，以租赁场地方

式建设 2.5 万吨/年药芯焊丝生产基地，其中现金出资 451.62 万元，

以部分机器设备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的评估值（含增值税）

出资 1548.38 万元，合计出资 2,000 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按照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已经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大西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批同意，并作出《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拟在南通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请示>的批复》（大集司

〔2022〕43 号），同意江苏大西洋出资 2,000 万元在江苏南通成立全

资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苏大西洋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大西洋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名      称：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081578014A 

法定代表人：张晓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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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05 日 

注册地点：启东市王鲍镇新港工业集中区 

主营业务：药芯焊丝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江苏大西洋系公司与启东市金宙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公司持有其 55%的股权，启东市金宙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

45%的股权。 

江苏大西洋信用等级：A 

江苏大西洋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5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43.59 16,132.86 

净资产 6,552.22 6,450.20 

项     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5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046.80 17,029.12 

净利润 14.92 -102.02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新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通大西洋焊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用名，最终以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名称为准） 

地    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云台山村曾川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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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药芯焊丝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出资人、出资形式及金额、出资比例、认缴时间： 

（二）以固定资产出资的评估情况 

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以 2022 年 2 月 28 日为

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江苏大西洋拟作

价出资涉及的部分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信资评报字

〔2022〕第 010006 号《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拟以部分

资产作价出资涉及的部分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

报告，本次拟作价出资涉及的部分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含增值税价值

为人民币 1,548.38 万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固定资产 1,429.72 1,548.38 118.66 8.30 

注：设备账面值不包含增值税，评估值包含增值税，导致评估增

值（扣除增值税影响，实际略有减值）。 

本次评估资产为设备类固定资产，具体为成型机、精拉丝机、焊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 
形式 

出资比例 
（%） 

认缴出资时间 

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1,548.38 
实物 

出资 
77.42 2023 年 12 月 31 日 

451.62 
货币 

出资 
22.58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合计 2,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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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层绕机、活套式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生产焊接材料的机器设备和

生产用辅助设备，合计 69 项。该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新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 1 名，由股东任命，执行董事同

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新公司设经理 1 名，由执行董事聘任。新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

事一名，由股东任命。 

（四）新公司以租赁场地方式建设药芯焊丝生产基地，将大大减

少前期购买土地和修建厂房的投资，能够实现轻资产运行，有利于江

苏大西洋控制投资风险。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华东是药芯焊丝产地聚集区，具有较好的产业聚集优势、成本优

势和销售区域优势，江苏大西洋投资成立新公司，建设 2.5 万吨/年药

芯焊丝生产基地，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和行业产品结构调整方向，

有利于江苏大西洋总体产能规模的快速扩大，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及优

化公司产品结构，抢抓市场机遇，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新公司以租

赁厂房的方式建设药芯焊丝生产基地，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实现轻

资产运行，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实现扩能达产，保障公司药芯焊丝市场

稳定。同时，江苏大西洋在南通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充分发

挥独立法人的优势，更好的争取和享受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



 

 6 

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新公司的成立，尚需取得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新公司成立

后，在未来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行业竞争、市

场环境变化、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能否快速推进各方面工

作，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

资。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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