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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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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源”或

“公司”）与天津力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力源”）、

赵建虎、李岷舣、蒋平、王润鑫、张芳芳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暂定，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合资公司”）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动力源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9,6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本次投资涉及的关联方天

津力源不存在其它关联交易。 

 交易风险提示：合资公司后续运营情况将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营

管理等因素影响，其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长远战略发展的需要，基于对各方资源优势的认可，以及对合作

战略定位的一致理解，公司与天津力源、赵建虎、李岷舣、蒋平、王润鑫、张芳

芳拟合资设立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将各自优势整合。本次投资

完成后,动力源将持有合资公司80%的股权。 

本次交易参与方天津力源为公司副总经理葛炳东及市场与技术骨干祝文鹏、

张领强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合资公司后续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投资协议、支付投资款及相关登记注册手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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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一）关联方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力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葛炳东 

4、注册资本：480 万元 

5、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和园道 89号 29栋 704 室-54（集

合办公区） 

6、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 

7、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8、关联方是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 

9、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葛炳东 470.4   98% 货币资金 

祝文鹏 4.8 1% 货币资金 

张领强 4.8 1%   货币资金 

合计 480 100%  

（二）非关联方情况 

1、赵建虎，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

年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曾任天津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现任驰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2、李岷舣，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12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现任驰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总工程师，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3、蒋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2年

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现任职于驰创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系创始成员之一，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4、王润鑫，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9

年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机电一体化工程专业。现任职于驰创科技（天津）股份有

限公司，系创始成员之一，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5、张芳芳，女，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现任职于驰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本

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2,000万元 

    4、注册地址：拟设立在北京丰台区 

    5、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电机控制器、电机、车载电源、车

载充电机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上述公司设立具体事宜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二）合资公司出资情况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动力源 9,600   80% 货币资金 

天津力源 480   4% 货币资金 

赵建虎 1207.2 10.06% 股权及知识产权 

李岷舣 288 2.4% 股权及知识产权 

王润鑫 208.8 1.74% 股权及知识产权 

蒋  平 129.6 1.08% 股权及知识产权 

张芳芳 86.4 0.72% 股权及知识产权 

合计 12,000 100%  



    1、货币资金出资 

    公司和天津力源以货币资金分别出资 9,600.00 万元和 480.00万元。 

    2、股权出资 

赵建虎、李岷舣、蒋平、王润鑫、张芳芳以其共同持有的驰创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人民币 491.53万元出资。驰创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驰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电机及控制系统、汽车零部件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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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赵建虎 252.50 50.50 货币资金 

李岷舣 100.00 20.00 货币资金 

王润鑫 72.50 14.50 货币资金 

蒋  平 45.00 9.00 货币资金 

张芳芳 30.00 6.00 货币资金 

合计 500.00 100.00  

（6）驰创科技2018年1-7月财务数据经天津市灏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2016年和2017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情

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 

总资产 676,835.59 2,528,668.44 1,965,200.10 

总负债 558,435.47 1,372,090.87 1,236,738.40 

股东权益 118,400.12 1,156,577.57 728,461.70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7 月 

营业收入 130,000.00 2,497,308.80 827,668.25 

利润总额 118,400.12 957,654.59 -1,005,261.05 

净利润 118,400.12 956,100.12 -1,005,261.05 

（7）本次交易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以2018年7月31日为基准日，对无形资产采用收益法，其他资产采用

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后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8)第010298号”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134.96 136.54 1.58 1.17 

二、非流动资产 2 61.56 478.66 417.10 677.5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投资性房地产 4     

固定资产 5 61.56 66.30 4.74 7.70 

在建工程 6     

无形资产 7 - 412.36 412.36 -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资产总计 10 196.52 615.20 418.68 213.05 

三、流动负债 11 123.67 123.67 - - 

四、非流动负债 12 - - - - 

负债总计 13 123.67 123.67 - - 

净资产 14 72.85 491.53 418.68 574.72 

    3、知识产权出资 

    赵建虎、李岷舣、蒋平、王润鑫、张芳芳以其共同拥有的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等知识产权作价人民币 1,428.47万元出资。上述知识产权经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8年 7月 31日为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其进行评估后

出具了“国融兴华评报字(2018)第 010298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 1,930.19

万元。知识产权作价以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交易定价与评

估值结果之间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拟出资的上述资产产权清晰、未设定抵押或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或仲裁、查封或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全面开拓电动

汽车业务市场，扩大集约化业务市场份额、拓展新的营销渠道，从而形成公司新

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 

五、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  

合资公司正式运营后，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因

素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管理和投资风险。对此，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

宏观经济和行业走势，采取积极的发展规划和经营策略，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

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同时，公司将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控

制体系，同时引进具备专业知识及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促进合资公司健康、稳定

地发展。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动力源出

资 9,60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尚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合资公司后续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投资协议、支付投资款及相关登记注册手续等。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1）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

司、非关联股东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利益。 

（2）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按公司决策权

限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3）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作出的

决议。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1）本次投资属于公司正常对外投资行为，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公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的关联人应

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在各方

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此次拟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交易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保荐机构对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无异。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5、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