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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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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393,442,62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最终认购数量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绵阳科技城新区君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

威科技”）。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 9 月 1 日，君威科技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君威科技拟以 1,199,999,997.10 元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393,442,62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数量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

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与上市规则所列举的关联方规定情形之一的，

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君威科技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18.55%，君威科技将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概述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君威科技，君威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绵阳科技城新区君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9 日 

企业地址：绵阳科技城新区创新中心 1 号楼 302 室 

注册资本：120,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MABUMC7R2B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卫星导航服务；卫星技术综合

应用系统集成；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商用密码产品

生产；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安防设备制造；

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计量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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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君威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绵阳科技城新区君融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绵阳市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7.17% 8.37%

90.00%

68.44%

绵阳科发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49.25%

绵阳科技城新区君威科技有限公司

100%

绵阳普仲企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0%

0.08%(GP)

99.92%(LP)

四川省财政厅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

有限公司

16.03%

 

（三）主营业务情况与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成果 

君威科技成立于 2022 年 8 月 9 日，绵阳科技城新区君融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简称“君融基金”）成立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君融基金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绵阳普仲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绵阳普仲”）成立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君威科技、君融基金和绵阳普仲为新设主体。截至目前，君威科技、

君融基金和绵阳普仲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或对外投资。 

君威科技的控股股东是君融基金，君融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绵阳科技城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科发集团”）控制的科发基金的全资子公司，

君融基金的唯一有限合伙人是科发集团。科发集团的主营业务为土地整理开发、

统建房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工业产品生产销售、贸易销售、燃气销售

和安装等。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君威科技、君融基金和绵阳普仲成立未满 1 年，尚未编制财务报告。科发集



团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969,116.87 5,647,779.08 5,390,834.57 

总负债 4,348,597.67 4,090,272.47 3,873,858.05 

净资产 1,620,519.20 1,557,506.61 1,516,976.52 

资产负债率 72.85% 72.42% 71.86%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184,054.27 1,170,393.82 1,258,230.92 

利润总额 35,415.01 34,896.82 46,037.34 

净利润 26,124.36 29,163.64 42,021.20 

净资产收益率 1.65% 1.51% 3.19% 

注：2019 年-2021 年数据已经审计。如财务报表期初数与上期末数不一致，以最新审计报告

期初数为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393,442,622 股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3.05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若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的监管审核政策就发行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有其他不同要求，则

届时本次发行相关事项依据该等要求执行。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 年 9 月 1 日，君威科技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与

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1、通过本次发行，君威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绵阳市国资委将成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助力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 

君威科技是科发集团下属企业，科发集团立足于绵阳科技城，近年来，绵阳科

技城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为引领，突出军民融合特色，大胆先行先试，取得了明显

成效。本次发行完成后，君威科技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绵阳市国资委将成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将充分利用党中央、国务院对唯一国家科技城的政策和资源

优势，加快推进融入国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同时，君威科技将充分利用科发

集团的资金、资源优势，有效整合资源，与我公司形成优势互补，促进公司的长期

持续、健康发展。 

2、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把握行业发展机会，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公司资金实力将大大增强，有助于公司把握行业

发展机会，支撑公司战略发展，为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和提升盈利能力奠定

基础。同时公司将充分发挥与科发集团的协同优势，重点布局数字城市、人工智

能、军民融合产业等高增长板块，不断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3、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可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减少财务风险

和经营压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会有所下降，

偿债能力得到提高，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进而增强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能力。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募

集资金到位后，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整体竞争

力，巩固和加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动力。因此，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有着积极的意义，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使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相应提高，资产负债率将更趋合

理，有利于公司增强资金实力、后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将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公司2022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君威科技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

君威科技，上述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

存在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价格

和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关于认购对象认购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九、备查文件 

1、《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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