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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22-48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成都奥兴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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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广东鸿图”）

第八届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奥兴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成都奥兴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奥兴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开展汽车压铸业

务和机加工业务的方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事项概述 

为完善公司在西南地区的市场布局并优化业务结构，公司拟与奥兴投资成立

合资公司开展汽车压铸业务和机加工业务。拟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为人

民币 13,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8,6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66%

股权；奥兴投资以持有的柳州奥兴汽配制造有限公司（简称“柳州奥兴”）17.40%

股权作价 4,437万元出资，持有合资公司 34%股权。 

合资公司定位为一家控股公司，将通过控股柳州奥兴和成都德润汇创装备有

限公司（简称“德润汇创”）分别开展汽车压铸业务和机加工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合作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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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奥兴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全熙 

3.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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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5,200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052539454B 

6.注册地址：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何公路 116 号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8.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由张全熙持有 100%股权。 

9.奥兴投资旗下有汽车压铸、机加工、传感器三大主营业务板块，其中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压铸和机加工业务主要分布如下： 

业务板块 汽车压铸业务 机加工及汽车电子业务 

业务主体 

1、柳州奥兴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四

川省西冶奥兴铸造有限公司（简称

“西冶奥兴”）、成都奥兴汽配制造

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奥兴”） 

2、全资子公司成都兴光工业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成都兴光”） 

1、成都兴光 

2、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

限公司（简称“四川红

光”） 

10.奥兴投资实际控制人张全熙个人履历情况：张全熙，男，53岁，中国籍，

1995-1998 年四川大学研究生。现任奥兴投资及其下属各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兴投资和张全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奥兴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全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成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鸿图奥兴科技有限公司（预核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

终核准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13000 万元 

3.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 

4.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有色金属铸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等相关业务（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范围为准）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出资额 持股比例 

广东鸿图 8600 万元 货币 8580 万元 66% 

奥兴投资 4437 万元 股权（柳州奥兴 17.40%股权） 4420 万元 34% 

合计 13037 万元 - 13000 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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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与奥兴投资对合资公司合计投资 13037 万元，其中：13000 万元为

注册资本金，3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四、交易方案 

（一）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由公司与奥兴投资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由本公司控股 66%

股权，奥兴投资持有 34%股权。合资公司成立后，将通过控股柳州奥兴（51%股

权）和德润汇创（85%股权），以及相应业务资产注入，布局西南地区汽车压铸业

务，并开展特种机加工业务。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包括奥兴投资旗下汽车压铸业务板块和机加工业务板块的相关股

权及业务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涉及的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如下图： 

 

 

1.汽车压铸业务板块 

奥兴投资旗下的汽车压铸业务板块包括柳州奥兴股权及成都兴光汽车压铸

件资产包。 

1.1 柳州奥兴 

1.1.1柳州奥兴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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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柳州奥兴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全熙 

（3）成立日期：2012 年 5月 4日 

（4）注册资本：14,388.5609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595133952M 

（6）注册地址：柳州市鱼峰区阳惠路 9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有

色金属铸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摩托车零配件制造；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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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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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8）截至 2021 年末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

（元） 

持股比例

（%） 

奥兴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100,000 85.55 

柳州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85,609 14.45 

合计 143,885,609 100.00 

（9）柳州奥兴下设成都奥兴和西冶奥兴两家全资子公司，相关子公司的基

本情况如下： 

（9.1）成都奥兴 

公司名称：成都奥兴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全熙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21日 

注册资本：3,2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725373840Y 

注册地址：郫县郫筒镇何公路 116 号 

经营地址：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滨清路 4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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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西冶奥兴 

公司名称：四川省西冶奥兴铸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全熙 

成立日期：2005 年 04 月 19日 

注册资本：2,11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7712470015 

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滨清路 439 号 

（10）柳州奥兴主要经营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643 88,440 

负债总额 68,424 75,087 

应收款项总额          33,583           37,51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4,219 13,353 

-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70,017 49,908 

营业利润 1,119 -3,245 

净利润 875 -3,036 

注：以上数据含柳州奥兴、成都奥兴和西冶奥兴三家公司合并口径。 

（11）柳州奥兴目前在柳州和成都（成都奥兴和西冶奥兴）均有生产基地，

是国内较少覆盖 DCT、CVT 等全系列自动变速器壳体、阀板，新能源电机电控、

减速箱壳体，以及混合动力壳体及阀板的制造商。客户包括上汽、长安汽车、上

汽通用五菱、比亚迪、奇瑞、北汽、一汽、威马、合众等车企和上汽变速器、青

山变速器、麦格纳、爱尔铃克铃尔、中车、纬湃汽车电子、马瑞利、万里扬等零

部件一级供应商。柳州奥兴及其全资子公司成都奥兴和西冶奥兴共用经营班子、

核心技术团队。 

（12）本次交易的标的包括柳州奥兴 51%股权，相关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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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封等权利限制的情形，相关股权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1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柳州奥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公司章程中不存

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1.1.2 柳州奥兴 51%股权评估价值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柳州

奥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广信评报字[2021]第 316 号】

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柳州奥兴总资产账面值 46,695.11

万元，评估值 56,513.05 万元，评估增值 9,817.94 万元，增幅 21.03%；总负债

账面值为 31,607.88 万元，评估值为 30,974.72 万元，评估减值 633.16 万元，

减幅 2.00%；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15,087.23 万元，评估值为 25,538.33 万元，

评估增值 10,451.10 万元，增幅 69.27%。 

本次评估结论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柳

州奥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538.33 万元，奥兴投资所持柳州奥兴 51%股权对

应的权益价值为 13,024.55 万元。交易时将参考该评估结果确定基础价格为

13,005 万元，并经期后约定事项进行定价调整后，确定交易价格。 

1.2 成都兴光汽车压铸资产包 

成都兴光主体不纳入本次交易范围，为保证汽车压铸业务的完整性，本次交

易拟将成都兴光汽车压铸件业务涉及的相关资产和负债以资产包方式整体转入

成都奥兴，并将成都兴光汽车压铸业务整体转移至成都奥兴承接。 

1.2.1 成都兴光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成都兴光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全熙 

（3）成立日期：2017 年 2月 7日 

（4）注册资本：7,900 万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774547173J 

（6）注册地址：成都市郫县郫筒镇何公路 116号 

（7）经营地址：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滨清路 439号 

（8）股权结构情况：由奥兴投资 100%全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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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该资产包涵盖成都兴光汽车压铸业务直接相关的所有资产和负债。 

纳入本次交易范围的成都兴光汽车压铸资产包截至基准日（2021 年 12月 31

日）的账面数据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主要类别 

资产总额 22,530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原材

料、半成品）、固定资产（设备） 

负债总额 21,980 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净资产 550 - 

上述汽车压铸资产包中的部分设备存在抵押贷款情况，除此之外不存在质押、

冻结、被查封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1.2.3 资产包评估价值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成都

兴光汽车压铸资产包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广信评报字[2021]第 317 号】

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成都兴光汽车压铸资产包账面值

22,529.62 万元，评估值 22,873.76 万元，评估增值 344.14 万元，增幅 1.53 %；

总负债账面值为 21,979.97 万元，评估值为 21,979.97 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

面值为 549.66 万元，评估值为 893.79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344.13 万元，增值

率为 62.61 %。 

本次评估结论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成

都兴光汽车压铸资产包价值为 893.79 万元。交易时将参考该评估结果确定基础

价格为 890 万元（不含税），并经期后约定事项进行定价调整后，确定交易价格。 

2.机加工业务板块 

公司拟通过与奥兴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机加工业务战略合作，该业务板

块将涉及到德润汇创的股权和奥兴相关业务资产包（含成都兴光和四川红光精铸

件资产包）。 

2.1 德润汇创 

本次交易拟选定德润汇创为开展机加工业务的主体公司，将由合资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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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润鸿创 85%股权并实缴出资。前述股权交易完成后，奥兴投资将其旗下的精密

铸造产品铸造以及机械加工业务注入到德润汇创。 

2.1.1 德润汇创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成都德润汇创装备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全熙 

（3）成立日期：2018 年 7月 20日 

（4）注册资本：4705.8824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MA6TBG1K8M 

（6）注册地址：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滨清路 439号 

（7）最新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成都奥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95.8824 99.79 

张全熙 境内自然人 10.00 0.21 

合计 47,058,824 100.00 

（8）主要经营数据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59 2,559 

负债总额 2,564 2,562 

净资产 -5 -3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 0 

净利润 -1 0 

（9）德润汇创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被查封等权利限制的情形，相关股权

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德润汇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公司章程中不存

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2.2 成都兴光和四川红光精铸件资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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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奥兴投资涉及的精铸件业务承载于成都兴光和四川红光两家公司中，本

次交易拟将奥兴精铸件业务涉及的相关资产和负债以资产包方式整体转入德润

汇创，并将相关业务转移至德润汇创承接。 

2.2.1 四川红光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全熙 

（3）成立日期：1995 年 8月 1日 

（4）注册资本：16,986.0454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21703884N 

（6）注册地址/经营地址：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东路 19 号 

（7）截至 2021 年底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成都迪赛科创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059,118 66.56  

成都万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801,336 33.44  

合计 169,860,454 100.00  

2.2.2 该资产包涉及精密铸造业务相关资产和负债。 

纳入本次交易范围的成都兴光和四川红光精铸件资产包截至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日）的账面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主要类别 

资产总额 1,795 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设备） 

负债总额 170 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净资产 1,625 - 

上述资产包中的部分设备存在抵押贷款情况，除此之外不存在质押、冻结、

被查封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2.2.3 资产包评估价值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成都

兴光和四川红光精铸件资产包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广信评报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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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8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成都兴光和四川红光精铸件资产包

账面值 1,794.07 万元，评估值 1,910.61 万元，评估增值 116.54 万元，增值率

为 6.50 %；总负债账面值为 169万元，评估值为 169.00 万元，无增减；净资产

账面值为 1,625.08 万元，评估值为 1,741.61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116.53 万元，

增值率为 7.17 %。 

本次评估结论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成

都兴光和四川红光精铸件资产包价值为 1,741.61 万元。交易时将参考该评估结

果确定基础价格为 1,700 万元（不含税），并经期后约定事项进行定价调整后，

确定交易价格。 

（三）交易安排 

广东鸿图与奥兴投资通过组建合资公司进行合作。合资公司定位为一家控股

公司，由合资公司控股汽车压铸业务公司柳州奥兴及机加工业务公司德润汇创。 

本次交易后实现的股权架构如下图： 

 

 

1.汽车压铸业务交易安排 

（1）合资公司拟通过已持有的柳州奥兴 17.40%股权加上现金 8568 万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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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奥兴投资持有的柳州奥兴 33.60%股权，合计持股 51%，实现控股柳州奥兴。交

易价格以柳州奥兴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经评估权益价值为基础经合理调整后为依

据，柳州奥兴 51%股权交易价格=基础价格（13,005万元）+过渡期经审计账面净

资产变化数+交割日表外资产评估价值+交割日当年度发现的潜盈-交割日当年度

发现的潜亏。 

柳州奥兴 51%股权的交割，需以取得柳州奥兴其他方股东柳州市政府投资引

导基金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奥兴投资回购其所持有的柳州奥兴 14.45%股权的书面

同意函为前提条件。 

（2）合资公司控股柳州奥兴 51%股权后，将通过柳州奥兴全资子公司成都

奥兴以现金方式购买成都兴光汽车压铸业务资产包，实现相关业务资产的转入。

资产包交易价格=基础价格（890万元，不含税）+过渡期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变化

数+交割日表外资产评估价值。 

2.机加工业务交易安排 

（1）合资公司以 1 元对价向德润汇创原股东奥兴投资受让德润汇创 85%股

权（认缴权），并以货币资金出资的方式向德润汇创实缴对应 85%股权比例的出

资额 3,910 万元。 

（2）德润汇创收到全体股东的实缴出资后，将以现金方式购买成都兴光和

四川红光精铸件业务资产包，实现相关业务资产的转入。资产包交易价格=基础

价格（1,700万元，不含税）+过渡期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变化数+交割日表外资产

评估价值。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柳州奥兴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 

根据交易安排，合资公司受让柳州奥兴原股东奥兴投资持有的 33.60%股权

的股权转让款将按股权交易价格采用分期支付方式支付，其中首期款 4600 万元

在完成柳州奥兴相关股权交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部分 3968 万元

（需结合柳州奥兴 51%股权经合理调整后的交易价格调整）由柳州奥兴和德润汇

创以 2022 年、2023 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且分配至合资公司的分红进行支付；

不足部分由合资公司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合资公司增资补齐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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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支付时间不迟于德润汇创、柳州奥兴和合资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

（按孰后原则）起 30日内。 

2.担保及借款 

为保证柳州奥兴和德润汇创业务发展，经双方（广东鸿图与奥兴投资）约定，

公司在相关股权交割后，且以相关借款主体具有偿债能力并经公司有权决策机构

审批通过为前提，为柳州奥兴和德润汇创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银行

融资担保或直接提供经营性借款。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监管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

审批权限的规定，结合项目推进的实际需要，另行决定相关事宜。 

3.治理安排 

合资公司将设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 3名董事，奥兴投

资委派 2 名董事，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由本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奥兴投资委

派；管理人员方面，总经理由奥兴投资提名，财务总监由本公司提名。柳州奥兴

及其子公司、德润汇创将采用相同的治理安排。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奥兴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全熙就上述交易方案及相关交易安排

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定价依据、合作方式、过渡期安排、治理安排、违约责

任等事项。 

 

七、本次交易的审批权限及相关授权 

1.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合作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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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事会授权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顺利推进和实施，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根据交易方案和

项目实施情况，决定实施过程中涉及的相关业务资产包交易、确定经调整后的交

易价格、相关过渡期损益安排、治理与管理安排等事宜，并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签订交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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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成渝地区作为全国重要汽车产业基地之一，汽车保有量超千万辆且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潜力大，本次交易将获得目标公司成都和柳州的产能基地及所拥有

的熔炼、能耗指标，快速实现公司在西南区域产能布局。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完

善产能布局，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发展目标。 

2.合作方拥有公司目前所不具备的生产工艺，包括砂型真空压力铸造工艺、

石膏型精密铸造工艺、铝板毛坯抠样生产工艺；同时，双方将合作共建旋压、热

处理、旋焊等工艺。通过以上工艺的丰富，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体系，有效促

进业务升级和结构优化。 

3.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柳州奥兴及其子公司、德润汇创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与标的公司将在市场开拓、产能等

方面产生协同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整体价值。 

 

九、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汽车压铸业务板块风险分析 

在业务层面，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存在客户集中度高、依赖实际控制人等风

险；在行业层面，目标公司存在受汽车行业下滑从而导致业务下滑的风险。 

2.机加工业务板块风险分析 

机加工业务板块业务层面存在新增业务不及预期、业务不可持续等风险，行

业层面由于受订单产品特定属性影响，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扩大产值。 

3.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合资公司、柳州奥兴及其子公司、德润汇创将成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与公司存在企业文化、行业法规、商业惯例等经营管理环

境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在团队建设、后续规模扩张、

技术提升、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4.应对措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在客户体系完善、产能协同、管

理协同等方面采取措施，整合上市公司的资金和管理能力，最大可能的提升目标

公司的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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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步骤较多，最终的合同签署及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