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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7 月 8 日，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或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

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之参股公司北京神经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经元网

络”）拟进行对外融资，将注册资本由 3,000.00 万元增加至 3,436.4262 万元。

本次投后估值人民币 5 亿元，由增资方宁波慧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慧开”）、 信科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科互

动”）、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投资”）、宁波至合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至合投资”）、王学峰和王朴共同出资

人民币 6,350 万元认购神经元网络新增注册资本 436.4262 万元，其余

5,913.5738 万元计入神经元网络资本公积（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前，公司对神经元网络的出资额为 600.00 万元，占其股权比例为

20%。公司拟放弃对神经元网络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

持有神经元网络的股权比例将由 20%下降至 17.46%，神经元网络仍为公司的参

股公司。 

2.东土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平先生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其他公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鸫为至合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

伙人，至合投资为宁波慧开的普通合伙人，故东土投资、至合投资和宁波慧开均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公司放弃神经元网络增资优先认缴权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3. 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

李平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增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统一信用代码： 91110107764247580Q 

（2）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实兴东街 18 号崇新

创意大厦 1 层 

（3）法定代表人：李平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16 日 

（7）营业期限：2004 年 6 月 16 日至 2054 年 6 月 15 日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情况：东土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平先生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故东土投资为本公司关联方。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 宁波至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信用代码：91330206MA290JEA1T 

（2）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C1311 

（3）执行事务合伙人：张鸫 

（4）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2 日 

（6）合伙期限：2017 年 5 月 2 日至 2027 年 5 月 1 日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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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联情况：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鸫为至合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

事务合伙人，故至合投资为本公司关联方。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 宁波慧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信用代码：91330206MA293FUJ2H 

（2）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C1310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海长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15 日 

（6）合伙期限：2017 年 8 月 15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8）关联情况：至合投资为宁波慧开的普通合伙人，故宁波慧开为本公司

关联方。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1．信科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86003779792 

（2）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 2 楼 201-1 室 

（3）法定代表人：李渝勤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成立日期：2001 年 10 月 26 日 

（7）营业期限：200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41 年 10 月 25 日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技术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王学峰，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1309************17，非失信被执行人。 

 

3．王朴，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1309************36，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神经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945E31 

（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1506 室 

（4）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康良川 

（6）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7 日 

（8）营业期限：201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36 年 10 月 26 日 

（9）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产品设计；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10）关联关系：神经元网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平先生控制的除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增资前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神经元网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00 40.00% 

2 北京同芯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850 28.33% 

3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 20.00% 

4 康良川 200 6.67% 

5 马国珍 120 4.00% 

6 吕志勇 30 1.00% 

总计  3,000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32,989.07 4,864,422.70 

负债总额 16,088,579.20 19,222,587.11 

净资产 -10,755,590.13 -14,358,164.41 

营业收入 466,063.28 3,500.00 

营业利润 -12,298,002.19 -3,602,574.28 

净利润 -12,198,002.19 -3,602,57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79,968.01 -297,189.61 

 

四、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神经元网络致力于工业互联网最后一公里宽带网络芯片的设计研发，该芯片

技术的系列产品实现工业现场及机器控制节点、汽车、飞机、舰船、石油化工等

控制节点与互联网直接实时相连，是实现工业现场通信协议统一和网络化实时控

制的核心技术，是工业互联网神经末梢的支撑网络。该芯片的核心技术已成功获

得 IEC 国际标准立项，是全球首创的全 IP 国际宽带总线 AUTBUS 国际标准，

也是我国 2011 年以来工业控制领域获得的又一国际标准。该芯片已与中国石油

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西部管道局”）、国家新能源汽

车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创中心”）深入合作，将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

智能汽车、智能工厂、工业仪器仪表、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智慧城市、工程

装备等领域，实现高带宽、高实时性、高可靠性的总线数据传输，推动我国工业

通信协议的统一和工业控制网络 100%全国产化。 

基于对工业互联网、国产化芯片行业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神经元网络技



术研发能力的看好，本次 A 轮增资各方经平等协商一致同意神经元网络投资前

的估值为人民币 4.365 亿元，投资后的估值为人民币 5 亿元，本次增资金额为

6,350.00 万元，对应新增注册资本 436.4262 万元，其余的 5,913.5738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神经元网络注册资本由 3,000.00 万元增加至

3,436.4262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案 

各方同意目标公司本轮增资后的估值（下称“本轮投后估值”）为人民币伍

亿元整（￥500,000,000）。 

东土投资以截止本轮增资前向目标公司提供的借款本金——人民币 320 万

元出资，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1.9931 万元，其余的 298.0069 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 

投资人以人民币 6,030 万元出资，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414.4331 万

元，其余的 5,615.566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其中： 

宁波慧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274.9141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3,725.0859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信科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34.3643 万元认缴新增注

册资本，其余 465.6357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王学峰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68.7285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931.2715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王朴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34.3643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465.6357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宁波至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2.0619 万元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27.9381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各方确认，本轮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21.9931 35.5600% 

2 北京同芯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850.0000 24.7350% 

3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17.4600% 



4 康良川 200.0000 5.8200% 

5 马国珍 120.0000 3.4920% 

6 吕志勇 30.0000 0.8730% 

7 宁波慧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4.9141 8.0000% 

8 王学峰 68.7285 2.0000% 

9 信科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4.3643 1.0000% 

10 王朴 34.3643 1.0000% 

11 宁波至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19 0.0600% 

总计  3436.4262 100.00% 

自增资日起，投资人本轮增资形成的资本公积以及本轮增资前已形成的资本

公积、盈余公积、累计未分配利润由投资人和原股东按照其各自对目标公司的实

缴出资比例享有，原股东对其不主张任何特别的分配权利。如需转增注册资本，

经目标公司股东会同意后由全体股东按各自对目标公司的实缴出资比例转增。从

本协议签署之日（包括签署日）至增资日，目标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 

（二）价款支付方式 

各方一致同意，原则上投资人应于签署本协议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各自增资

款的实缴，具体以收到的目标公司发出的缴款通知书确定。目标公司应于签署本

协议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的先决条件，并于各方签署本协议且交割的先决条

件满足后，向投资人发出缴款通知书，其中应明确：应缴纳的投资款数额、缴款

日期以及指定投资款收款账户的具体信息。目标公司给各投资人确定的缴款日期

以及缴款进度应当一致，否则，投资人有权拒绝向目标公司缴纳出资而不视为违

约。 

（三）公司治理 

在变更日后，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原股东可提名二名董事，投资人宁波

慧开可提名一名董事（以下称“投资人董事”）。 

目标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召开法定人数必须包含投资人董事，若投资人董事无

法出席，投资人董事应书面授权、指派其代表出席。投资人董事或其适当授权的

代表未出席的董事会会议无效，但经目标公司书面通知，投资人董事或其适当授



权的代表仍然缺席的除外。 

（四）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后即刻生效。 

 

六、本次放弃优先增资权的原因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神经元网络致力于工业互联网最后一公里宽带网络芯片的设计研发，该芯片

技术的系列产品实现工业现场及机器控制节点、汽车、飞机、舰船、石油化工等

控制节点与互联网直接实时相连，是实现工业现场通信协议统一和网络化实时控

制的核心技术，是工业互联网神经末梢的支撑网络。该芯片的核心技术已成功获

得 IEC 国际标准立项，是全球首创的全 IP 国际宽带总线 AUTBUS 国际标准，

也是我国 2011 年以来工业控制领域获得的又一国际标准。该芯片已与中石油西

部管道局、国创中心深入合作，将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智能汽车、智能工厂、

工业仪器仪表、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智慧城市、工程装备等领域，实现高带

宽、高实时性、高可靠性的总线数据传输，推动我国工业通信协议的统一和工业

控制网络 100%全国产化。为增强神经元网络资金实力，加大芯片研发力度，并

考虑引入其他投资者支持神经元网络发展，公司同意不参与本次神经元网络对外

融资。神经元网络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神经元网络的股份比例将由 20%下

降至 17.46%，放弃此次增资后公司持有神经元网络的股权比例会相应下降，但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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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交易外，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未与东土投资、宁波慧开和至合投

资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神经元网络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2. 本次增资定价公允，本次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北京神经元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放

弃参股公司北京神经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