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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莫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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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莫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莫鼎”)
 投资金额：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动力源”）拟以
自有资金或资产与上海莫鼎的全体股东(2 名自然人潘悦、刘培荣)共同对上海莫
鼎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上海莫鼎公司注册资本为 5028 万元。其中动力源以自
有资金或资产出资 3519.6 万元，拟占增资扩股后公司全部股权的 70%；两位原
股东拟以上海莫鼎现有全部资产及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核心人员资源
等）作价 1508.4 万元出资，占增资扩股后公司全部股权的 30%。本次交易完成
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布局的需要，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消防应急照明及智能疏
散领域的行业竞争力,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与上海莫鼎的全体股东(2 名自然
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决定以自有资金或资产与上海莫鼎的全体股东(2 名
自然人潘悦、刘培荣)共同对上海莫鼎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上海莫鼎公司注册
资本为 5028 万元。其中动力源以自有资金或资产出资 3519.6 万元，拟占增资扩
股后公司全部股权的 70%；两位原股东以上海莫鼎现有全部资产及业务（包括但
不限于知识产权、核心人员资源等）作价 1508.4 万元出资，占增资扩股后公司
全部股权的 30%。

本次增资上海莫鼎事项已经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日签署增资扩股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未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潘悦女士，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1999 年 9 月至 2003 年 6 月，华东
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学士学位。2019 年 11 月至今任上海莫鼎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刘培荣先生，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1999 年 9 月至 2003 年 6 月，同
济大学，机械设计自动化，本科，学士学位。2019 年 11 月至今任上海莫鼎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莫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潘悦
4、成立日期：2019 年 06 月 28 日
5、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6、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 5500 号第 1 幢
7、经营范围：从事智能、计算机、自动化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商务信息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消防器材、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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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权结构
1、原有股东 2 名，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潘悦

250.00

50%

货币资金

2

刘培荣

250.00

50%

货币资金

500

100%

合计

2、增资扩股完成后股权结构
认缴情况
股东姓名
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动力源

3,519.6

70.00%

货币资金或资产

潘悦

754.2

15.00%

126 万元净资产出资
628.2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
126 万元净资产出资
刘培荣

754.2

15.00%
628.2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

合计

5028

100%

——

（三）上海莫鼎主要业务
上海莫鼎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型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的研发、销售、
制造的厂家。研发团队在智能疏散领域具备 18 年工作经验和行业沉淀，具有丰
富的项目（机场、交通枢纽、会展中心、场馆、商场、医院、学校等）实施经验。
（四）上海莫鼎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上海莫鼎的资产总额 328.34 万元，负债总额 76.36
万元，净资产 251.99 万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870.69 万元，利润总额 292.51
万元，净利润 263.26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五）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上海莫鼎现有股东潘悦和刘培荣二人以以上海莫鼎现有全部资产
及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核心人员资源等）作价 1508.4 万元出资，占

增资扩股后公司全部股权的 30%。其中上海莫鼎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净资产
为 252 万元，无形资产以北京立信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潘悦、刘培荣
二人无形资产出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立信东华评报字【2021】第 B016 号）
为准。本次采用收益法对潘悦、刘培荣二人持有的拟对上海莫鼎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无形资产
评估值为 1,256.40 万元。
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潘悦、刘培荣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动力源或新股东）
乙方：（简称：上海莫鼎两位原股东或两位原股东）
（一）关于增资扩股
1、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增资扩股后上海莫鼎公司注册资本为 5028 万元。
2、上海莫鼎两位原股东协商一致，按照北京立信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立信东华评报字【2021】第 B016 号》（评估报告日：2021 年 1 月 20 日）
（简称：评估报告）评估结果确定股权出资和无形资产出资金额、占比等相关事
宜。
3、两位原股东拟以上海莫鼎现有全部资产及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
核心人员资源等）作价 1508.4 万元出资，占增资扩股后公司全部股权的 30%。
4、动力源以资产、资金出资，拟出资 3519.6 万元，拟占增资扩股后公司全
部股权的 70%。
（二）增资缴款安排具体如下：
1、动力源对于上海莫鼎的认缴资本约定为 3519.6 万元，动力源在上海莫鼎
完成股权变更后 5 个工作日将 1800 万认缴资本到位，其余 1719.6 万股本金根据
实际经营需要注入，但不得迟于高新技术企业完成认证。逾期未到位上海莫鼎原
股东有权收回所有股份并退回北京动力源全部实缴资本。

2、上海莫鼎两位原股东对上海莫鼎的认缴资本为 1508.4 万元，其中无形资
产 1256.4 万元、有形资产 252 万元。无形资产对应的拟申请软著、专利等工作
需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注入公司，有形资产需在股权变更后 30 日内完成以未分
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手续。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的逐步推广
实施,应急照明及智能疏散业务未来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公司在消防应急电源
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及生产制造能力，上海莫鼎在智能型消防应急照明及疏
散指示系统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本次投资能够整合双方资源，增强公司在智能
疏散行业的技术领先优势，进而提高公司在应急照明及智能疏散领域的市场竞争
力和占有率，促进动力源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发展，符合公司长远的规划和发展
战略。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或资产，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积极展开对上海莫鼎在技术、业务上的协同与整合，
以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但由于双方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不同的管理方式、经营特点和企业文化，因此，后续资源整合及协同效应能否达
到预期效果方面将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