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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券代■:831446 江券筒称:亨不1技木 主亦券商:国泰君安

内蒙古亨不1新技木工程股分有限公司

対外投資公告

本公司及童事会全体成員保江公告内容的真実、准碗不口完整,没有虚仮氾
載、渓早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井対其内容的真実性、准珀性和完整性承担
今月1及壇帯法律責任。

一、計外投資概述

(一 )基本情況

本公司似与君邦含1投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陳雪峰共同出

資没立控股子公司北京亨利智念1科技有限公司,注冊地力北京市海淀

区杏石回路 50号 中同定筑 5区 12椋 2単元 102室 ,注冊資本力人民

市 10,990,OoO.00元 ,其 中本公司出資人民市 5,604,900.00元 ,占

注冊資本的 51.00%,君 邦念1投 (北 京)科 技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市

3,846,500.00元 ,占 注冊 資本 的 35.00%,陳 雪 峰 出資人 民市

1,538,600.00元 ,占 注肝資本的 14.00%。 本次対外投資不杓成美咲交

易。

(二 )常洪和表決情況

公司千 2016年 8月 26日 召升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挑,常

洪 《美子公司投資没立控股子公司北京亨不1智 冶1科 技有限公司的洪

案》。

表決結果:5票 同意,0票 反対,0票 弁杖,一 致週 咳袂案。

根据 《公司章程》、《董事会袂事規只1》 及 《ヌ寸外投資管理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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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美規定,本次対外投資在董事会常批叔限茫曰内,元 需提交股末

大会申洪。

(三 )交易生妓需要的其セ常批及有美程序

核交易生妓尚需笙址工商行政管理局力、理注珊登泥手数。

(四 )本次対タト投資渉及逃入新的頷域

本次対タト投資渉及辻入新的頷域,以 “互咲国+"現代服券ヵ没

廿理念,以物咲図和云数据力技木支悼的国各平台,御底顛覆侍坑消

防安全管理和寺立服弁方式,体現管理念1新 、科技Cl新不口服弁cJ新 的

仝新商立模式,成功的特型力互現口泣用平台的搭建禾口近菅企立。

公司杵整合国内庄用千消防口絡監控不口管理的高新技木,集成先

逃的硬件没各,使核平台涵益消防監控、管理、笙保、技木支持、培

り|1容 詢、特男1足大数据分析与服券等/11方 位的消防寺立化、現代化禾ロ

社会化服券。升店政府参与、責任単位執行、/■k立技木支悼的仝新社

会化近行方式,体現消防事立政府主早、多方参与、芥机共管的基本

国策。

日前,正 在凋研内蒙古市場,杵 机住内蒙古定没智意城市的机過 ,

升始 “智慧消防"平 台的没汁不口実施,搭定 “智意消防"数据信息

中ソい,且在仝自治区落地近菅。

二、交易対手方的情況介幻

(一 )交易対手方

交易対手方銘称:君邦CJ投 (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注妍地l■ :北 京市朝 F曰 区定回路 88号 7号楼 36至 37晨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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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力、公地点:北 京市朝IEl区 定回路 88号 7号楼 36至 37晨 3903

注冊資本:人 民市 lo,590,000.Oo元

菅立執照号:91H01o5558581529W

主菅立券:技木推片 :4肖 告机械没各、屯子声品、五金交屯、化

工声品(不合 隆化学品)、 社会公共安全没各及器材。

(二 )交易対手方

交易対 方姓名:陳雪峰

交易対手方国籍:中

易対手方住所 内 古呼利浩特市新城区海末路雨苑「日光城雨

清苑 11 楼 3単元 11号

交易対 方々本公司存在美朕美系,力 公司股末,持有股分

134,750,00股 ,持股♭ヒ例 0。 44%。

三、投資林的基本情況

(一 )出 資方式

本次対外投資的出資方式力現金出資。

本次対外投資的出資鋭明:

本次対外投資資金来源力/AN司 自有資金,日 前公司属千決教注冊

(二 )投資林的 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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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林的名称:北京亨不1智 cJ科技有限公司

注冊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回路 50号 中同建筑 5区 12林 2単

元 102室

姪菅疱曰:物咲回坦程監控管理系統、う算机泣用軟件及云数据

平台的研友、4肖 告、安装及近菅服券;数据分析、数据条夕、数据服

弁及廿算机系坑集戌;屯 子声品、数据信息采集什輸系統、公共安全

防疱系坑、自劫消防没施系統的研友、生声、4肖 害、安装及笙ク保界

服芥;廿算机軟硬件、系坑、国各及通颯技木的研友与泣用 ;シ肖防安全

管理及技木各洵、培り|、 防火預案+1定 、消防演妹策火1及 相美服券 ;

市場調査,屯 子声品、廿算机、軟件及輔助没各的鎖告,片 告立弁。(最

終姪菅疱曰以工商登t己 力准。)

四、対外投資的目的、存在的凩隆利対公司的影噛

(一 )本次対外投資的目的

“智慧消防"足一介科技合量校高的、仝新的庄用平台,本次対

タト投資,杵不1用 北京人オス集的化勢,引 辻高科技人オ,力 “智意消

蛉

丁

各主要投資人的投資規模禾口持股♭ヒタ1:

股末名称 市不中 出資額 (元 ) 出資♭ヒ1/1

内蒙古亨不J新技木工程股分有

限公司

人 民 5,604,900.00 51.00%

君邦右1投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市 3,846,500.00 35.00%

陳雪峰 人民市 1,538,600.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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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方案没汁、軟件化化提供必各的人オ資源;同 時,不1用 北京院

校、科研単位衆集的化勢,秋板升展与高校及科研単位的合作,実 現

消防没施 (或 系坑)的声学研科技戌呆特化,使平合的科技附か値更

高,増値服弁内容更キ富。

本次対外投資符合公司董事会的哉喀友展規kl,同 時也足孔固企

立特型,拡大特型成果,化化企立整 声`立牲的需要。杵不1用 北京キ

富的資源和較張的福射力,以 資本力后盾,向全国輻射、夏市J。

(二 )本次対外投資可能存在的民隆

本次対外投資足よK坦、穏固友展,兼願短期快速兄戒相結合倣

出的llt重決策,只 有迅速占頷市場オ具各克争力。在近菅的ミ程中可

能会存在一定的市場ス隆菊径菅凩隆,来 白市場的凩隆足人泊
｀
1対新商

模的汰沢有一介辻程,可 能会影詢推辻的速 ,而 来自笙菅的凩隆庄

核足盈不J模式的仇劣。力了化解ス降,我 泊
｀
1格 寺落地城市的当地化良

企立合作共同升晨,錆短培育市場的址程,同 叶,杵没汁校好的整合

資源,実施低成本服外的多 盈利模式。

(三 )本次対外投資対公司的未来財弁状況不口姪菅成果影殉

本次対外投資杵結合其他仇廣資源,形成一介 /1N新 的資本結杓和

更科学、更新的姪菅方式,力 融資 供更好的条件,力 提升公司的市

場借値具各了更キ富的内容物。同時,t紳 規模退菅和多重盈不1方式 ,

足回路平台姪菅企 的特点,杵 力公司を1造 出仝新的、多祥性的盈利

点禾口爆友式的増K,辻一歩提升公司在消防頷域的妹合実力不口核ノむ克

争力,対公司財弁状況和径菅戌呆具有叔板的、巨大影哺,対促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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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持紋友展具有重要的哉喀意又。

六、各査文件目永

姪与会董事答字珀決的《内蒙古亨不」新技末工程股伶有限 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洪決洸》。

内蒙古亨利新技木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