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31         证券简称：宝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5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继续实施全球化战

略发展布局，持续推动移动互联网板块全球化研运一体业务稳定发展，控股子公

司海南高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图”）全体股东拟对海南高图

进行同比例增资共计人民币 11,000 万元。其中，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宝

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投资”）拟使用自有资金对海南高图合计增资

人民币 3,300 万元。本次同比例增资完成后，海南高图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16,000 万元，各股东持有其股权比例将保持不变。 

2、公司于 2022 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宝通投资使

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3,300万元对海南高图进行增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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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 

（一）交易对手方一 

1、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DFE4N 

6、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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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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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 区 F1475 

8、信用情况：经查询，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股东类型 股权比例 

无锡百年通投资有限公司 35,000 万人民币 法人股东 87.50% 

黄碧芬 2,00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5.00% 

汪维珍 1,60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4.00% 

林永连 1,00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2.50% 

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 万人民币 法人股东 1.00% 

合计 40,000 万人民币 - 100.00% 

（二）交易对手方二 

1、公司名称：珠海高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资本：400万人民币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杜潇潇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KXX18M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咨询策划服务；财务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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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 739 号 5栋 1404房 

8、信用情况：经查询，珠海高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股东类型 股权比例 

杜潇潇 18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45.00% 

张  宇 5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12.50% 

余昆明 5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12.50% 

杨若霞 4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10.00% 

高  艺 4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10.00% 

武  畏 4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10.00% 

合计 400 万人民币 - 100.00% 

（三）交易对手方三 

杜潇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出生。现任海南高图总

经理，同时为珠海高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经查询，

杜潇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对手方四 

马昕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 年出生。现任海南高图监

事。经查询，马昕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高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希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MA5T7KGE1U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游艺娱乐活动；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

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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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

科技中介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软件销售；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住所：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A18 幢二层 201 

8、信用情况：经查询，海南高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投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1）海南高图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金额（元） 

资产总额 170,089,201.62  

负债总额 145,432,465.80 

净资产 24,656,735.82  

营业收入 573,792,36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460,148.80 



（2）海南高图2022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金额（元） 

资产总额  174,186,958.29  

负债总额  241,435,402.81  

净资产  -67,248,444.52 

营业收入  456,910,00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8,053,801.08 

四、海南高图增资前后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1、增资前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股东类型 股权比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00 万人民币 机构股东 30% 

杜潇潇 1,25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25%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人民币 法人股东 20% 

无锡宝通投资有限公司 500 万人民币 法人股东 10% 

珠海高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万人民币 机构股东 10% 

马昕 250 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5% 

合计 5,000 万人民币 - 100% 

2、增资后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股东类型 股权比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800万人民币 机构股东 30% 



杜潇潇 4,000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25%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00万人民币 法人股东 20% 

无锡宝通投资有限公司 1,600万人民币 法人股东 10% 

珠海高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00 万人民币 机构股东 10% 

马昕 800万人民币 自然人股东 5% 

合计 16,000 万人民币 - 100%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海南高图事项将由海南高图现有全部股东同比例进行增资，增资后

全部股东所持海南高图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具体投资协议条款将在后续商议中

根据协议各主体实际情况最终确定，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增资进展事

项及时披露。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措施 

1、本次投资的目的 

全球移动游戏市场规模在经历 2020年疫情的快速喷发后，近两年的增速出

现放缓。而国内移动游戏受国内宏观大环境不稳定、监管政策更加规范等因素

影响，国内厂商将重心转移海外。目前，海外市场相较于国内市场，竞争强度

不一，但用户规模更大，开拓海外市场成为游戏企业增收的重要途径，游戏出

海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愈发重要。 

公司移动互联网板块业务主要有移动网络游戏的海外区域化发行与运营、

全球研运一体和自主游戏内容研发，海南高图作为公司全球研运一体业务的重

要子公司，运营 3 年来已上线运营 6款自研和定制产品，产品类型包括、策略

类、角色扮演类、卡牌等多种类型，已上线产品覆盖全球 148个国家和地区、

十几种语言。强大的中后台支撑、自由与专业的研发氛围，为产品研发创作提

供了有效保障。目前，公司已储备的产品 5 款。本次公司与原股东同比例对海

南高图进行增资，有利于公司在巩固移动游戏发行能力的基础上，推进公司移



动游戏全球研运一体业务，进一步加强游戏持续自研能力，构建全球研运一体

新格局；有利于公司加强游戏开发与内容制作，丰富游戏品类，打造以产品、

市场、用户为导向的研运一体的生态体系；有利于提高管理团队与海南高图的

经营目标一致性，确保海南高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长期核心竞争

力。 

2、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事项将由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合理安排资金并适时完成，不会影

响公司经营现金流状况，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后，海南高图在后续经营过程中仍面临市场环境变动、市场竞争加

剧等因素，面临包括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政策及内部治理风险等，

将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经营效益，从而导致资产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影响公司

持有投资的整体回报。 

本次交易中各方尚未签署具体增资协议，在后续执行中仍可能因各类不确定

因素存在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的风险，公司将实时跟踪交易进展，及时披露相关情

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0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