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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04 号）。公司对关注函所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1、你公司主要从事精密金属模具及相关部品生产、销售。请补充说明 

2GWH 储能制造项目拟生产的产品及主要零部件的自产、外购计划，公司是否

具备相应的人员、技术储备，与公司现有业务、主要产品有无明显的采购、生产、

销售协同；储能产品目前在研、生产情况，已有产品（如有）的成本、性能等关

键指标及其与市场水平的差异，并结合储能业务市场发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研

发进度、产品性能、市场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回复： 

（1）补充说明 2GWH 储能制造项目拟生产的产品及主要零部件的自产、

外购计划，公司是否具备相应的人员、技术储备，与公司现有业务、主要产品有

无明显的采购、生产、销售协同。 

公司拟投资的 2GWH 储能制造项目拟生产的产品包括：面向家庭、工商业

等领域的储能产品，其中，部分结构件产品以及储能系统外壳、机柜等加工类产

品、储能系统组装集成拟由公司自产或完成；储能电芯以及储能系统其他相关部

件计划外购。 

公司计划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津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储能相关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组成了专门团队负责储能相关业务的推进工作，并积极扩充

相关技术团队，加大技术储备，公司现阶段通过自主采购相关储能配件、委托外

部第三方进行生产加工、开展储能产品运营服务等方式开展业务；同时，公司已



向供应商采购储能系统 pack 及集成产线，尚未完成安装调试；随着南浔智能制

造基地的建成投产，公司将逐步加大储能产品的制造能力。 

与公司现有业务及产品的协同具体包括：①储能产品柜体、电池箱上/下盖

板，电池箱左/右端板、pack 镀锌支架、各类接线端子等金属零部件加工及系统

集成方面，公司具备柜体及各类金属零部件加工所必要的冲压、钣金折弯、激光

切割、压铸焊接以及表面喷涂等全流程生产加工技术及自主研发能力，为储能产

品的各类结构件提供高精度、高一致性的保证能力，为储能产品的系统集成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公司在储能产品柜体、金属零部件加工及系统集成方面具备与现

有业务在采购、生产等方面具备协同效应；②储能产品销售领域，公司现有部分

电气精密部品客户如溯高美具备储能产品的销售业务，未来，随着公司储能工厂

的建成投产并具备相应的技术和规模，预计储能产品销售领域可与现有部分电气

类客户产生协同效应，同时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储能、工业园区储能等领

域正深度推进。 

（2）储能产品目前在研、生产情况，已有产品（如有）的成本、性能等关

键指标及其与市场水平的差异，并结合储能业务市场发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研发

进度、产品性能、市场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本公司已开始储能产品柜体、电池箱上/下盖板，电

池箱左/右端板、pack 镀锌支架、各类接线端子、电池汇流条（支架）等储能配

套系统的模具研发、开发工作，通过自主采购相关储能配件并委托外部第三方进

行生产加工（3.3MWh 的组合柜储能产品），公司目前正在委托生产的储能产品

在成本、性能等方面与市场水平相当。 

目前，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津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储能相关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并开展部分储能部品及系统集成等方面的技术研发，虽然公

司正在积极筹备扩充相关技术人员和技术储备，若未来公司在储能产品研发进度、

产品性能、市场销售等方面不及预期，可能给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问题2、你公司披露年产 2GWH 储能及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涉及的项目投

资金额、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周期等均为预估数，但未披露具体情况；截至 2022 

年 1 季度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18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GWH 储

能、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的投资金额、资金来源、建设内容、建设周期，并充分



提示资金筹措、项目建设、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风险。 

回复： 

（1）补充披露 2GWH 储能、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的投资金额、资金来源、

建设内容、建设周期。 

根据公司拟与浙江南浔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

公司拟投资不超过 15 亿元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 2GWH 储能及汽车

零部件制造项目。本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投资规模约为 7.4 亿元，计

划用于购置约 160 亩土地（一期使用约 80 亩），并配套建设约 6 万平米厂房，主

要用于原嘉兴津荣汽车精密部品产线的搬迁、设备更新、扩产投资以及年产

2GWH 储能智能制造产线投资等；二期投资规模约为 7.6 亿元，主要用于研发大

楼及厂房建设、储能智能制造产线扩产投资等。具体规划情况如下： 

南浔

智能

制造
基地

项目

一期 

建设内容 金额（万元） 建设进度 资金来源 

土地购置 4,500 

项目建设期 2.5

年，预计 2025 年

建成投产 

计划部分使用
公司 IPO 超募

资金、银行贷

款、公司自有
资金等方式综

合筹措。 

厂房建设 14,000 

其他配套投入 2,000 

汽车精密产线搬迁、
设备更新及产能扩充 

6,000 

储能智能制造产线及
相关设备投入 

11,500 

流动资金投入 36,000 

合计 74,000 

南浔

智能

制造

基地
项目

二期 

建设内容 金额（万元） 建设进度 资金来源 

研发大楼 8,000 

项目建设周期 2.5

年，预计 2028 年
建成投产 

计划通过银行
贷款、公司自

有资金等方式

综合筹措。 

厂房建设 15,000 

其他配套投入 2,000 

储能智能产线扩充及

相关设备投入 
15,000 

流动资金投入 36,000 

合计 76,000 

 

（2）充分提示资金筹措、项目建设、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风

险。 

公司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拟投资建设年产 2GWH 储能及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

投资规模较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目前公司尚未完成本次投资建设相关配套资

金的筹集，未来若公司未能如期完成相关建设资金的筹集或项目建设未能达到预



期进度，可能导致本项目建设进度产生延期的风险；由于目前公司刚开始开展储

能产品的生产及市场经营，若未来储能领域产品研发生产及市场销售等方面不及

预期，可能导致本项目未来储能产品投产营运效益不及预期，给公司经营业绩造

成不利影响。 

 

问题3、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时代大业、深圳优能的主要业务，增资深圳优能

后其最近一期业绩，结合时代大业、深圳优能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竞争

优势、公司业务发展规划等补充说明对其增资的具体目的，并按照《创业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要求，补充披露时代大业增资前后的

股权结构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回复： 

（1）补充说明时代大业、深圳优能的主要业务 

时代大业及深圳优能的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公司 主要业务 

时代大业 

提供充电服务、充电站配套储能项目的建设运营等服务，利用各类

储能资源，通过有序引导储能设施充放电，发挥储能在能源生产消
费中的枢纽和调节作用。 

深圳优能 
家庭及工商业储能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储
能逆变器、储能系统、便携储能电源等。 

 

（2）增资深圳优能后其最近一期业绩 

公司增资深圳优能后其最近一期业绩（未经审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营业收入 473.34 

营业利润 -231.22 

净利润 -231.22 

 

（3）结合时代大业、深圳优能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公

司业务发展规划等补充说明对其增资的具体目的。 

①时代大业 

时代大业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依托新基建，引用“绿电”服务

新能源应用、参与电力需求响应、辅助服务、电力自由交易。通过建设“能源管

理平台”从而具备充电运营、电能存储计量、负荷控制、需求响应、远程调度、



能源聚合、结算统计等智能数据管理、分析、执行能力，服务数字电网的能源聚

合，奠定“虚拟电厂”的信息化管理。 

时代大业主要人员在新能源行业具备深厚的资源积累及技术储备，其创始人

周大禹先生一直深耕于新能源行业运营，历任原中电新能（西北）分公司负责人、

原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兼天津天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等职务；其联合创始人王久坤先生具备丰富的新能源汽车后端市场运营经验，历

任原中兴集团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原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集团浙江分公司负

责人等职务。目前该公司已与多家浙江省内客户签订充电服务协议、充电站配套

储能项目建设协议等，如杭州市滨江区储能聚合充电场站项目，由杭州时代大业

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规划，建设、运营。 

一方面，公司看好时代大业公司业务发展模式及发展前景，其依托光伏等“绿

电”展开应用开发，有助于减碳减排，其参与电力需求响应、辅助服务等迎合数

字电网发展趋势，有望成为“能源聚合数字电网运营服务商”；另一方面，公司现

有业务涉及新能源汽车精密部品，亦正积极拓展储能领域产品，未来，公司在新

能源充电站及配套储能领域方面有望与时代大业公司形成业务协同效应。故公司

本次对时代大业公司进行增资入股。 

②深圳优能 

深圳优能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主营业务为家庭及工商业储能相关设

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储能逆变器、储能系统、便携储能电源等。

公司创始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在储能相关行业拥有多年从业经验，其创始人郑俊

涛先生具备近 15 年的项目开发及系统开发设计工作经验，主导或参与过电动汽

车控制器、光伏逆变器、储能逆变器及 AC/DC、DC/DC 变换器等项目的开发，

历任比亚迪、茂硕电源硬件工程师、项目经理、科长、研发总监等职务；其总经

理杜楠先生具备 15 年以上锂离子电池研发、供应链管理、品质控制等经验，参

与或主导国内首批磷酸铁锂电池（cell）及动力电池（pack）研发、供应链 RoHS

体系推行、锂电池全线生产工业化 3.0 到工业化 4.0 的导入及管理等。 

公司基于看好储能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深圳优能在储能技术等方面的深

厚积累及产品优势，公司亦有意布局并拓展储能领域产品，故于 2022 年 1 月增

资入股深圳优能公司。通过本次增资入股，公司与深圳优能公司形成稳固的合作

基础，一方面，公司可利用深圳优能公司在储能领域相对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



为公司在储能领域快速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公司与深圳

优能可在储能产品生产领域形成产业协同效应，公司可为深圳优能相关储能产品

生产提供配套加工及系统集成等服务，从而保证公司与深圳优能的合作逐步加强。 

（4）补充披露时代大业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

指标 

时代大业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周大禹 620.00 62.00% 620.00 52.70% 

王久坤 200.00 20.00% 200.00 17.00% 

杭州润熵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10.00% 100.00 8.50% 

赵海阳 50.00 5.00% 50.00 4.25% 

王振钢 30.00 3.00% 30.00 2.55% 

津荣天宇 - 0.00% 176.47 15.00% 

合计 1,000.00 100.00% 1,176.47 100.00% 

 

时代大业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528.46 341.46 

负债总额 245.81 325.35 

应收款项总额 1.03 0.67 

净资产 282.64 16.11 

营业收入 93.42 90.09 

营业利润 -89.96 -41.00 

净利润 -89.96 -4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40 -127.17 

 

问题4、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对时代大业、深圳优能的增资事项属于依规需要

披露的信息还是自愿披露信息，如是后者补充说明公司制定的相应披露标准，并

核实是否一贯执行。 

回复： 

公司对时代大业、深圳优能的增资事项属于自愿披露信息。公司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并结合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严格执行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于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公司秉承所有股权类对外投资

事项均披露标准，并一贯执行。 

 

特此公告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