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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唐工业”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33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

询函》后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中所涉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问题及回

复公告如下： 

问题 1. 我部关注到，近期公司多次披露特定股东减持计划，请结合公司股东近半年减持

计划具体情况及进展，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筹划中的其他重大事项，并请充分提示相关

风险。 

回复： 

（1） 公司特定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近半年未发生减持； 

持股 5%以下的特定股东，近半年合计减持 1,81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其中

包含国弘开元未经披露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违规减持 250,000 股。 

此外，持股 5%以下的特定股东已披露但尚未实施的减持计划合计 4,695,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99%。 

（2）特定股东近半年减持计划具体情况及进展 

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风投”）、无锡国经众新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经众新”）、无锡国经精益制造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国经精益”）、上海国弘开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弘开

元”）、苏州清研汽车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清研”）近半年减

持计划具体情况及进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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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股东 
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数 

实际减持股

数（股） 
减持方式 进展情况 

高新风投 / / / / / 
近半年未

减持 

国经众新 

国经精益 

2019-9-12 
2019-09-23 至

2019-12-22 

不超过

1,565,000 股 

1,565,000

股 
集中竞价 完成 

2019-12-25 
2019-12-31 至

2020-03-30 

不超过

1,565,000 股 
0 集中竞价 尚未实施 

国弘开元 

违规减持 2019-11-7   250,000 股 集中竞价 
 

2019-12-26 
2020-01-02 至

2020-04-01 

不超过

1,565,000 股 
0 集中竞价 尚未实施 

苏州清研 2019-12-26 
2019-12-31 至

2020-03-30 

不超过

1,565,000 股 
0 集中竞价 尚未实施 

注：国经众新和国经精益的实际控制人为普通合伙人无锡国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万里扬。 

（3）未来减持规划 

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经问询并书面确认，以上特定股东未来 6 个月预计减持股

数不超过 9,390,000 股，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户股数的 6%；拟定减持计划如下： 

减持股东 减持原因 预计减持期间 预计减持股数 

预计减持比例 

（总股本剔除回

购专户股数） 

减持方式 

高新风投 

获得资金进行新项

目投资、维持公司

经营、股东分红 

2020-01-15 至

2020-07-01 
不超过 1,565,000 股 合计不超过 1% 集中竞价 

国经众新 

国经精益 

基金存续期将届满

以及自身资金安排 

2020-04-01 至

2020-06-30 
不超过 1,565,000 股 合计不超过 1% 集中竞价 

国弘开元 

按时履约完成基金

的分配清算、自身

资金安排 

2020-04-02 至

2020-07-02 

合计不超过

4,695,000 股（其中

集中竞价 1,565,000

股，大宗交易

3,130,000 股） 

合计不超过 3%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苏州清研 
启动项目退出及自

身资金需求 

2020-04-07 至

2020-07-06 
不超过 1,565,000 股 合计不超过 1% 集中竞价 

合计 不超过 9,390,000 股 合计不超过 6%  

（4）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筹划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风险提示 

上述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公司特定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意愿决定是否

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及未来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及未来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2. 根据互动易问答，投资者对你公司与特斯拉业务合作情况表示关注，你公司仅表

示与特斯拉的业务涉及模具与零部件整体化项目。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与特斯拉的合作模式、

合作内容，近期合作方向和业务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是否直接参与特斯拉上海项目建设并

接触核心技术，请补充披露近两年及一期特斯拉相关业务对你公司收入的贡献、占公司收入

的比例及变化趋势，并结合业务合作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威唐工业自身主营业务为汽车冲压模具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全资子公司威唐汽

车冲压技术（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唐冲压”）主营业务为汽车冲压零部件的生产

与销售。根据公司 2018 年度年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为 50,886.55 万元，其中，冲压件业务

收入为 8,759.17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7.21%。 

（1） 公司与特斯拉的合作情况 

公司与特斯拉的业务合作主要是通过威唐冲压与特斯拉签订供货合同与汽车冲压零部件

的开发项目，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前三季度期间，公司未有特斯拉业务的销售收入。 

2019 年 9 月，威唐冲压收到特斯拉部分零部件开发项目合同（产品单价已确定，实际供

货量需以量产阶段正式订单或邮件为准），进入特斯拉一级供应商名录，主要提供白车身结

构件，不涉及核心技术及其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一般来说，零部件开发项目分为项目定点、

正式开发项目合同、模具开发设计制造、 模具调试验收、量产准备、零件提交保证书、量产

阶段等阶段。目前上述项目处于量产准备阶段，还需要特斯拉对零件进行审核认可，一般周

期约为 4-6 周，审核的结果和周期存在不确定性。上述项目的具体实际供货量将在量产阶段

确定，初步预计将在 2020 年实现量产。 未来如公司收到其重大订单且达到披露标准的，公

司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风险提示 

公司已成为特斯拉一级供应商并取得部分零部件开发项目合同，能否通过特斯拉对零件

的审核认可存在不确定性，对项目未来的量产时间、量产数量也存在不确定性。预计 2020 年

特斯拉业务对公司主营收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对公司主营业务构成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公



司也不涉及特斯拉核心技术。综上所述，公司未来与特斯拉合作及其对业务收入、经营业绩

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3、请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近一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未来 6 个月内是否

存在减持计划，并向我部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 

回复：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一个月内未买卖公司股票，未发现上述股东及人员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根据现持有公司股票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锡亮先生、持股 5%以上股东钱光红先生、

无锡博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董事赵志东先生承诺，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

计划。 

备查文件： 

附件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一个月交易明细 

附件 2：公司董事会自查报告 

问题 4. 请结合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调研、接受媒体采访等情况，补充说明

你公司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 

回复： 

经核查，公司近期未接待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调研，未接受媒体采访。公司主要通过深交

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热线电话与投资者保持沟通。在日常接听投资者咨询电话的过程中，

公司未向投资者提供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或其它未公开的重大信息。公司会严格按照深交

所及相关信息披露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事项。 

问题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没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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