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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2         证券简称：科大智能        公告编号：2022-055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事项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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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5 日，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大智

能”）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转股的方式对全资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子公司增资扩股公司放弃

增资优先认缴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债转股、股权转让及增资为一揽子交易

方案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晓精密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晓精密”）

实施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关于以债转股的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2）、《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子公司增资扩股公司放弃

增资优先认缴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现对华晓精密本次股权激励相关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结合华晓精密近三年经营情况说明公司对华晓精密相关人员实施本次

股权激励的原因、背景及必要性 

1、华晓精密近三年又一期经营情况 

受整体行业因素和行业内卷较为严重、市场竞争激烈等影响，华晓精密近三

年又一期净利润均为严重亏损。2019-2021 年及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1,157.78 18,438.49 5,369.31 9,262.61 

利润总额 -3,588.83 -12,845.04 -11,514.55 -19,3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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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588.83 -12,846.03 -11,561.39 -19,688.79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2、公司对华晓精密相关人员实施本次股权激励的原因、背景及必要性 

由于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反复以及汽车环保标准提高

等多重因素影响，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两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呈现下滑趋势，

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出现负增长，虽然 2021 年汽车产销量结束了

下滑趋势，但传统汽车行业复苏缓慢。2022 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传统汽车行业

产销同比又出现下降，2022 年 1-6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1.7 万辆和 1,20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6.6%，进而导致近年来与汽车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均

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尤其是主要客户集中于汽车的相关企业影响较大。 

华晓精密主营业务为 AGV 移动机器人及 AGV+解决方案，下游客户主要为

传统汽车主机厂商，近年来虽逐步拓展了工程机械、新能源等新领域新客户，但

目前主营业务收入 50%以上仍集中于传统汽车客户。受整体行业因素和行业内

卷较为严重、市场竞争激烈等影响，华晓精密自 2019 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半发

生较为严重的经营亏损。截止 2022 年 6 月底，华晓精密净资产为-2.59 亿元，已

严重资不抵债。 

另外，由于受智能制造业务连续亏损的影响和拖累，近年来公司积极调整发

展战略，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和优化，加大对与公司战略发展契合不高、盈利能

力不佳的智能制造业务资产整合力度，同时加强对智能制造业务资源投入的严格

管控，收缩规模，降低成本费用，以改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为主要运营管理目标。

未来，公司将集中资源聚焦发展智能电气、新能源等主营优势业务，继续依托多

年来在电力行业内积累的技术和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大对新型电力系统、能源管

理（分布式光伏与电网相关的核心产品和解决方案等）、充电桩（新能源汽车随

车充电桩等）、换电站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市场拓展与重点布局，不断推进、落

实公司聚焦于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逐步改善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本次公司以债转股、股权无偿转让和增资相结合的一揽子交易方案对华晓精

密管理团队、核心技术和骨干人员实施股权激励，旨在留住和吸引优秀人才，充

分调动华晓精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管理团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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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华晓精密的长远发展，以期集众人之力，尽

快扭转华晓精密经营业绩连续亏损的不利局面。同时，华晓精密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有利于推动华晓精密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以实施进一

步的股权整合，符合公司战略调整方向。公司持股华晓精密股权由 100%降低至

55%，也有助于降低华晓精密持续亏损风险对上市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公司对华晓精密享有 26,424.13 万元债权的形成原因、到期时间，公司

将对华晓精密享有的债权转为对其增资的确认依据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公司对华晓精密债权明细如下: 

借款年份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利率 形成原因 到期时间 

2017 2,500.00 4.35% 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2018/12/31 

2018 7,200.00 4.35% 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2019/12/31 

2019 7,679.24 4.35% 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2019/12/31 

2020 270.80 4.35% 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2020/12/31 

2021 1,700.00 4.35% 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2021/12/31 

2022 6,800.00 4.35% 提供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2022/12/31 

合计 26,150.04 - - - 

注：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华晓精密的借款余额合计为 30,282.54 万元，其中

借款本金 26,150.04 万元，利息 4,132.50 万元。 

2、对华晓精密享有的债权转为对其增资的确认依据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

影响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晓精密经审计后净资产为-25,934.90 万元，已严

重资不抵债。本次公司将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对华晓精密享有的 26,424.13 万

元债权全部转为对华晓精密的增资是华晓精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一揽子交易方

案内容之一。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华晓精密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对应净资产将

变更为 489.23 万元，优化了华晓精密的资产负债结构，同时为华晓精密下一步

的股权整合奠定基础，有利于华晓精密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本

次以债转股的方式完成对华晓精密增资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

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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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华晓精密所属行业发展、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客户等说明本次增资

后华晓精密估值的合理性与公允性 

华晓精密所属智能制造行业近年来由于受汽车整体行业不景气、智能制造领

域内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内卷较为严重等不利因素影响，经营压力较大，相关企

业盈利能力普遍不佳。华晓精密 2019年-2022年上半年度净利润分别为-19,688.79

万元、-11,561.39 万元、-12,846.03 万元和-3,588.83 万元。 

华晓精密下游客户主要为传统汽车主机厂商，近年来虽逐步拓展了工程机械、

新能源等新领域新客户，但目前主营业务收入 50%以上仍集中于传统汽车客户。

华晓精密近三年又一期前 5 大客户情况如下： 

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额（万元） 占当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22 年上半年度 

客户 1 2,055.52 18.42% 

客户 2 934.58 8.38% 

客户 3 839.82 7.53% 

客户 4 785.00 7.04% 

客户 5 615.74 5.52% 

2021 年度 

客户 1  2,008.21  10.71% 

客户 2  1,910.26  10.19% 

客户 3  1,307.33  6.97% 

客户 4  1,237.55  6.60% 

客户 5  911.50  4.86% 

2020 年度 

客户 1  1,182.04  22.72% 

客户 2  1,143.99  21.99% 

客户 3  281.42  5.41% 

客户 4  243.27  4.68% 

客户 5  238.94  4.59% 

2019 年度 

客户 1  1,085.71  11.75% 

客户 2  979.28  10.60% 

客户 3  573.60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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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4  478.45  5.18% 

客户 5  400.00  4.33%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晓精密经审计净资产为-25,934.90 万元。在公司

将对华晓精密的 26,424.13 万元债权全部转为对华晓精密的增资后，华晓精密对

应净资产为 489.23 万元。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晓精密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变更涉及的其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第 020434 号），

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晓精密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5,684.21

万元。在公司将对华晓精密的 26,424.13 万元债权全部转为对华晓精密的增资后，

华晓精密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则为 739.92 万元。 

综上，综合考虑华晓精密所处行业竞争激烈、主营业务持续亏损等实际情况，

以华晓精密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本次华晓精密增资后 100%股权的估值为 750

万元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四、结合两家持股平台合伙人的任职情况、岗位职责、具体贡献等补充说明

激励对象选取的方法及其合理性，其认购持股平台份额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激励两家持股平台合伙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华晓精密任职情况 岗位职责 具体贡献 

1 鲁兵 执行董事、总经理 
全面负责华晓精密整体

经营管理工作 

任职以来，华晓精密在合同、收入、人效、产品

质量以及市场口碑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 

2 吴圣祎 副总经理 
全面负责华晓精密市场

营销、品牌建设等工作 

在市场拓展上具备突出能力，打破传统模式，组

建华中事业部团队，并带领销售团队不断拓展新

行业和新客户。 

3 田定胜 副总经理 
全面负责华晓精密技术

研发工作 

任职期间，在核心软件产品研发迭代、产品标准

化模块化、生产规范化及产能提升上均取得了较

为突出的成绩，强化了华晓精密的核心竞争力。 

4 秦烨 总经理助理 
全面负责华晓精密企

管、人事、行政等事务 

组织制定华晓精密中长期发展战略、年度经营目

标，建立、健全华晓精密组织管理制度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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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体系、人才招聘、培养、晋升体系。 

5 庹高峰 财务总监 
负责华晓精密财务管理

工作 

以财务经营结果为基础，深入洞察业务，为企业

经营、业务发展等事项提供专业的财务分析和决

策依据，促进华晓精密中长期目标的达成。 

6 唐运生 规划院院长 
负责华晓精密售前技术

支持及管理工作 

挖掘行业动向与技术方向、协助市场及销售部门

进行技术推广，为客户提供需求调研、三维分

析、动画展示、专业咨询等服务，在深刻理解应

用场景以及工艺要求的基础上，持续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整体布局柔性工厂，降本增

效，提升品质。 

7 方先 华东区销售总监 
负责华晓精密整个华东

片区营销管理工作 

自入职以来，销售业绩一直名列前茅，独立开发

和维护数十家大客户资源。近 5 年，单人累计为

华晓精密创收近 2 亿元，华东片区为华晓精密创

收近 8 亿元。 

综上，华晓精密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主要为华晓精密的管理团队和核心

骨干人员，在企业战略方向、市场拓展、技术研发、企业运营和日常管理等各自

负责的领域内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工作业绩和成绩，均为华晓精密日常经营和后续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人员，激励对象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为便于后期对持股平台合伙人的管理，本次股权激励通过二个持股平台持股，

分别为管理者持股平台（合伙人为华晓精密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持股平台（合

伙人为华晓精密的核心技术研发人员及关键岗位核心骨干人员），并根据实际情

况对二个持股平台的合伙人设置不同的任职期限等，以期达到更好的激励效果。 

本次激励对象认购持股平台的资金均来源于其个人自有资金，公司及华晓精

密未对激励对象提供任何方式的资金支持。 

五、公司是否对华晓精密设置业绩考核，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具体考核指标，

如否，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其合理性 

基于华晓精密所处智能制造行业竞争激烈且预计短期内仍将维持继续内卷

态势以及华晓精密持续多年亏损的实际现状，同时考虑进入到该领域的资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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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无序扩张以抢占市场的可能性，华晓精密未来 2-3 年的经营业绩仍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为鼓励华晓精密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骨干人员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

积极性，同时保证本次股权激励的有效性，本次公司对华晓精密的股权激励未设

置业绩考核指标，但公司对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任职期限（自参与本次

股权激励之日起在华晓精密任职期限不得低于 5 年）、竞业禁止（在华晓精密就

职期间，激励对象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亲自或协助第三方从事和华晓精密有竞争关

系的业务，并在离开华晓精密后的两年内，不直接或间接亲自或协助第三方从事

和华晓精密有竞争关系的业务）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六、结合上述（1）-（5）问题的回复说明本次交易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保

障本次激励的有效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本次公司以债转股、股权无偿转让和增资相结合的一揽子交易方案对华晓精

密管理团队、核心技术和骨干人员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使华晓精密的管理层及

经营者与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提升公

司管理效率，有利于推动华晓精密经营业绩的改善，以期尽快扭转华晓精密经营

业绩连续亏损的不利局面。同时，加大对智能制造业务的资产整合力度，符合公

司整体发展战略。公司持有华晓精密股权比例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华晓精密持续

亏损风险对上市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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