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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投资标的名称：成都华诚中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杭州铭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杭州广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杭州成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岱邑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优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贵州久磊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喀什明思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7,562.6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设立了杭州铭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杭州广

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和杭州成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司分别持股

75%；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华铁建筑支护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

设立了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岱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51%；2018

年 12 月 19 日设立了新疆优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40%；2018 年

12 月 26 日设立了贵州久磊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此外，公司

于 2018 年 8 月 7 日收购了成都华诚中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2018

年 9 月 20 日收购了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根据该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于 2018 年 10 月对其进行了增资。 

为了增强公司在支护业务领域的竞争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投资设立了喀什明思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并持股 60%，用于投资

钢支撑轴力伺服系统，以提高基坑施工的安全性和精准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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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成都华诚中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旭明 

注册资本：26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南华路 1616 号 1 栋

2 单元 10 楼 1019 号 

持股比例：100% 

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凭资质证书经营）；房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

（不含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机电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公路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公路路面

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通信

工程、输变电工程（不含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消防设施

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环保工程、河

湖整治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古建筑工程、隧道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桥梁

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特种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安防工程设

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地址灾害治理服务；土地整理；工程管理服务

（凭资质证书经营）；模板脚手架租赁、销售、安装并提供技术服务；销售、

租赁机械设备；销售：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金属材料（不含稀贵

金属）；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并提供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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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磊 



注册资本：6830 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办事处邬树村金龙街 3 号 

持股比例：51% 

经营范围：其他技术推广服务；铝合金模板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制造；

建筑工程设备销售、租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销售；建筑劳务分包；脚手架

制作、安装；仓储服务；普通货运。（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杭州铭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磊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持股比例：75%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胜康街 68 号华铁创业大楼 1 幢 715 室 

经营范围：服务：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建筑

安全技术开发服务，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备租赁与技术服务，建筑设备

材料的租赁，安全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起重机械设备租赁服务；批发、

零售：建筑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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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杭州广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璐源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持股比例：75%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胜康街 68 号华铁创业大楼 1 幢 711 室 

经营范围：服务：建筑机械设备、建筑材料、起重机械设备、建筑安全工

程设备及成套设备的租赁，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脚手架工程的设计

及施工（凭资质经营），建筑安全工程设备及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批发、零售:建筑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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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杭州成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敏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持股比例：75%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胜康街 68 号华铁创业大楼 1 幢 708 室 

经营范围：服务：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建筑

安全技术开发服务，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备租赁与技术服务，建筑设备

材料的租赁，钢结构工程及地基与基础工程的安全维护，安全工程技术咨询及

技术服务，起重机械设备租赁服务；批发、零售：建筑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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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岱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旭明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准东工贸城 A-26 号(五彩湾社

区） 

持股比例：51% 

经营范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和办公设备

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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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新疆优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羿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川渝大厦

15 楼 54 号 

持股比例：40%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新型材料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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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久磊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旭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三穗县经济开发区建材与制造科技产业园 

持股比例：100%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经营。铝合金模板的研发、设计、加工、安装、维修、销售；租赁服务。电子

商务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

转让。建筑设备材料租赁，钢结构工程及地基与基础工程的安全维护，安全工

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建筑设备材料的销售，新材料开发服务。 

9、喀什明思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羿 

注册资本：2000 万 

注册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咯大道总部经济区川渝大厦

15 层 1517D 号 

持股比例：60%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的开发,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工程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与租赁,机电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钢结构

制造、生产、销售与租赁,商务咨询,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软

件开发,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的施工、劳务分包。 

10、公司对上述标的投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与公司共同出资或增资的股东

及收购交易对方情况。 

投资标的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公司出资或

增资额 

与公司共同出资或增资的股东

及其持股比例 

杭州铭昇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75% 225 万元 卢黎明 20%、陈磊 5% 

杭州广昇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75% 225 万元 何璐源 25% 

杭州成昇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75% 225 万元 黄敏 25%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岱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 255 万元 张雨生 25%、孔小红 24% 



新疆优高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40% 1200 万元 楼凌云 30%、蒋雪珺 30% 

贵州久磊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100% 1000 万元 / 

喀什明思特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60% 1200 万元 赵卫国 40% 

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51% 2055.3 万元 

张建洲 8.25%、王小磊 8.12%、

王景朝 7.3%、林萍 7.25%、张

双刚 7.01%、武汉仁启和科技

合伙企业 6.57%、黄玲 4.5% 

收购标的名称 持股比例 交易额 交易对方 

成都华诚中锦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100% 15 万元 
刘海玉 50%、成都九方鑫泰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50% 

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51% 1162.3 万元 

张建洲 9.35%、王小磊 9.199%、

王景朝 8.272%、林萍 8.221%、张

双刚 7.944%、黄玲 5.1%、乾日安

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914%、 

合计 / 7562.60 万元 / 

上述与公司共同出资或增资的股东及收购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8 年 7 月至今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

发展战略，扩大市场布局，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上述投资的资金全

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从长远来看对公司的发展有着积极

的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的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的需要，但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

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和市场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公司将在对风险因素充



分认识的基础上，力求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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