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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召开

了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公司于 2020年 4 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公司法定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2020 年 4 月 15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法定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长城电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长城异形线

材有限公司、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弘城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州长城

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司”）也进行了法定代表人等工商信息

变更，相关事项已于近日完成。 

2020年 5月 15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取得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066615054X7 9133050066615054X7 

名称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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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练市长城大道东

1号 

浙江省湖州练市长城大道东 1

号 

法定代表人 顾林祥 顾正韡 

注册资本 壹亿柒仟捌佰肆拾万元 壹亿柒仟捌佰肆拾万壹仟陆

佰伍拾肆元 

成立日期 2007年 8月 16日 2007年 8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07年 8月 16日至长期 2007年 8月 1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特种电磁线、绕组线的生产、

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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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电磁线、绕组线的生产、

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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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司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3MA2B4DLG2A 91330503MA2B4DLG2A 

名称 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

公司 

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

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

市镇长城大道 1号 8幢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

镇长城大道 1号 8幢 

法定代表人 顾林祥 顾正韡 

注册资本 壹仟贰佰万元整 壹仟贰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8年 4月 26日 2018年 4月 26 日 

营业期限 2018年 4月 26日至长期 2018年 4月 2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异形线材的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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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形线材的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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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2MA2B4M2R65 91330502MA2B4M2R65 

名称 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

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高新区

欣安路 897 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环渚街

道欣安路 897 号 

法定代表人 顾林祥 顾正韡 

注册资本 陆亿肆仟贰佰万元整 陆亿肆仟贰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8年 6月 5日 2018年 6月 5日 

营业期限 2018年 6月 5日至长期 2018年 6月 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电工新材的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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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机

械电器设备制造；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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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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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结果为准） 

 

(四) 杭州弘城实业有限公司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MA2CEUA03H 91330105MA2CEUA03H 

名称 杭州弘城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弘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远

见大厦 1号楼 1601室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远见大厦 1

号楼 1601室 

法定代表人 顾林祥 顾正韡 

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整 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8年 10月 12日 2018年 10月 12日 

营业期限 2018年 10月 12日至长期 2018年 10月 1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金属材料、

电工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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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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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金属材料

销售；电工器材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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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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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五) 湖州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2MA2B76E20R 91330502MA2B76E20R 

名称 湖州长城电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湖州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凤凰明珠 3

幢二环北路 2601 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环渚街道欣

安路 897 号 3 幢 

法定代表人 顾林祥 顾正韡 

注册资本 贰仟万元整 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9年 7月 23日 2019年 7月 23日 

营业期限 2019年 7月 23日至长期 2019年 7月 2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电工智能领域内的技术

研发，电工器材、金属材

料（除稀贵金属）、五金

制品的销售，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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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

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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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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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结果为准）。 

 

 

 备查文件 

1.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2. 《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3. 《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4. 《杭州弘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5. 《湖州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特此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