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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1-046 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 

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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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标的子公司的名称及增资额：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序号 子公司 增资金额 

1 深圳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富桂”） 170,000 

2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富桂”） 35,000 

3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鸿富锦”） 70,000 

4 统合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统合”） 8,000 

5 海宁市统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统合”） 10,000 

6 深圳市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裕展”） 417,200 

7 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富泰华”） 51,950 

8 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裕展”） 630,400 

9 富泰华精密电子（济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源富泰华”） 50,000 

10 晋城富泰华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富泰华”） 46,500 

11 山西裕鼎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裕鼎”） 30,000 

12 鹤壁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壁裕展”） 35,300 

13 兰考裕展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考裕展”） 39,800 

14 
深圳智造谷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智

造谷”） 
28,000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增资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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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15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969,530,023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7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120,428,416.71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03,989,100.2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716,439,316.5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8）第 0163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

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调整、变更及延期的议案》，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额 
实施主体 

1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置项目 133,534 133,500 深圳富桂 

2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置项目 13,081 13,000 南宁富桂 

3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置项目 67,942 67,900 天津鸿富锦 

4 高效运算数据中心建置项目 121,572 121,500 深圳富桂 

5 网络通讯设备产业化技改项目 184,900 184,900 深圳富桂 

6 网络通讯设备产业化设备更新项目 53,132 
105,000 南宁富桂 

7 网络通讯设备产业化（二）设备更新项目 51,929 

8 云计算设备产业化技改项目 197,513 197,381 天津鸿富锦 

9 智能工厂改造项目 17,400 17,400 杭州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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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额 
实施主体 

10 智能工厂改造项目 20,000 20,000 海宁统合 

11 下世代通讯产品研发中心项目 132,400 132,400 深圳富桂 

12 高端手机精密机构件智能制造扩建项目 350,769 323,900 深圳裕展 

13 高端手机精密机构件无人工厂扩建项目 160,000 134,700 郑州富泰华 

14 高端手机机构件升级改造智能制造项目 180,000 173,400 河南裕展 

15 
高端手机机构件精密模组全自动智能制造

项目 
110,942 100,000 河南裕展 

16 智能手机精密机构零组件自动化技改项目 114,417 110,000 济源富泰华 

17 
智能手机机构件无人工厂扩充自动化设备

项目 
106,811 96,500 晋城富泰华 

18 智能手机精密机构件升级改造项目 101,150 100,000 山西裕鼎 

19 
高端移动轻量化产品精密机构件智能制造

项目 
60,000 60,000 鹤壁裕展 

20 数字移动通讯设备机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47,000 47,000 武汉裕展 

21 5G高端智能手机机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39,800 39,800 兰考裕展 

22 
5G高端智能手机暨精密机构件创新中心项

目 
417,200 417,200 深圳裕展 

23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超精密制造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项目 
50,000 50,000 深圳智造谷 

24 补充营运资金 32,444 32,444 工业富联 

合计 2,763,936 2,671,225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变更及延期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变更及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4 号）。 

三、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分别使用募集资金向以下子公司

（合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本次拟增资金额

共计 1,103,2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子公司 增资金额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增资来源 

1 深圳富桂 170,000 154,000 324,000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 

2 南宁富桂 35,000 110,033 145,033 

3 天津鸿富锦 70,000 176,208 246,208 

4 杭州统合 8,000 19,182 2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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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公司 增资金额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增资来源 

5 海宁统合 10,000 30,000 40,000 

6 深圳裕展 417,200 230,000 647,200 

7 郑州富泰华 51,950 244,717 296,667 

8 河南裕展 630,400 345,000 975,400 

9 济源富泰华 50,000 601,889 651,889 

10 晋城富泰华 46,500 110,000 156,500 

11 山西裕鼎 30,000 270,000 300,000 

12 鹤壁裕展 35,300 29,700 65,000 

13 兰考裕展 39,800 130,300 170,100 

14 深圳智造谷 28,000 5,000 33,000 

注： 

（1）公司向海宁统合增资 10,0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富桂后，由深圳富桂再向

其增资； 

（2）公司向深圳裕展增资 417,2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南裕展后，由河南裕展再向

其增资； 

（3）公司向山西裕鼎增资 30,000 万元：其中，直接增资部分为 13,350 万元；另外，通过增资公

司下属子公司郑州富泰华 16,650 万元后，由郑州富泰华再向其增资； 

（4）公司向鹤壁裕展增资 35,3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郑州富泰华后，由郑州富泰华

再向其增资； 

（5）公司向兰考裕展增资 39,8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南裕展后，由河南裕展再向

其增资； 

（6）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实施募投项目事宜，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7）公司子公司增资前注册资本采用四舍五入法取整。 

公司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有助于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关联交易和

资产重组。 

四、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深圳富桂 

企业名称 深圳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民清路东侧富士康科技工业园 F8d 区

厂房 1 栋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 

法定代表人 黄国荣 

注册资本 154,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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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服务器、存储器、网络交换机、路由器、

IP 电话机、视讯设备、数据终端设备、调制解调器、无线终

端设备、自动化设备、数据交换机、网络控制器、无线通信

设备、有线通讯设备、通信网络设备、多媒体播放设备、GPS

导航仪、微型计算器、光通讯设备、光连接器、电路板、机

柜、机壳、机箱、自动化治具、五金塑料制品 、测试治具、

安防产品及其零配件、数据线、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计算

机接口设备、音箱及其零配件、多维立体眼镜、电子游戏机

及其零配件的研发、销售及商务信息咨询；数据通信多媒体

系统开发。工业互联网软件开发；硬件开发；技术服务与咨

询；企业信息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咨询及培训业务。，许可经

营项目是：包装业务（不含印刷及出版业务）、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等危险品）。服务器、

存储器、网络交换机、路由器、IP 电话机、视讯设备、数据

终端设备、调制解调器、无线终端设备、自动化设备、数据

交换机、网络控制器、无线通信设备、有线通讯设备、通信

网络设备、多媒体播放设备、GPS 导航仪、微型计算器、光

通讯设备、光连接器、电路板、机柜、机壳、机箱、自动化

治具、五金塑料制品 、测试治具、安防产品及其零配件、数

据线、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计算机接口设备、音箱及其零

配件、多维立体眼镜、电子游戏机及其零配件的生产。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深圳富桂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0,583,436 

净资产 2,722,759 

净利润 136,965 

 

（2）南宁富桂 

企业名称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西南宁同乐大道 51 号富士康南宁科技园 B 厂区 

法定代表人 刘钻志 

注册资本 110,033.255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宽带接入网通信系统设备、传

送通信系统设备、城域以太网通信系统设备、无线局域网（广

域网）设备、高端路由器、高端交换机、便携式微型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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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式交互平板、车载通讯装置、移动上网装置、平板电脑、

卫星导航定位接收设备、无线通讯模块、光收发模块、模块

外壳体、千兆比特率无源光网络终端、基站滤波器、数字照

相机、摄录设备、数字电视机、数字音视频编解码设备、手

机、卫星电视接收设施（限加工贸易）、太阳能电池、太阳能

电池组、网络安全与存储产品、网络服务器、智能家居、智

能办公设备、POS 销售终端机及相关设备、3D 打印机及相关

设备，模具治具制造和维修、量测仪器检测及校正、自行车、

电玩具以及上述产品的零组件、附属产品（含包装业务，除

国家专控产品），建设配套的生产辅助设施，销售自产产品，

提供售后服务；从事上述产品的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批发业

务及相关配套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和专项管理的商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从事家用电器、家居用品、电子产

品零售业务；提供房屋租赁（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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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南宁富桂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5,861,866 

净资产 6,418,695 

净利润 838,985 

 

（3）天津鸿富锦 

企业名称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北大街 36 号 

法定代表人 许天平 

注册资本 176,208.2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器、电动、非电动助力车（机动三轮

车除外）、自动光交换网络设备、高速存储系统及智能化存储

设备、新型平板显示屏、新型电子元器件、精密模具、网络

信号分析仪、交换机功能扩展模板、计算机各类零组件、多

维立体眼镜、卫星导航定位接收设备、微型计算机、工业计

算机、移动式存储器货柜、数据通信多媒体系统、电子收银

系统（POS）、通信及网络用相关卡板、安控产品、笔记本计

算机、健康照护产品、太阳能产品、散热器、EMI（电磁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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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产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移动式数据中心用机房（小

型机用）、自动柜员机、现金出纳机、微型现金清分机、电源

插座、平板计算机、电脑游戏机、智能型电子玩具、无线电

话、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移动通信系统、移动

通信基站、交换设备及数字集群系统设备、路由器、汽车电

子产品、家用电器、以上产品相关辅助测试品及零组件；从

事上述产品的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批发及相关配套业务；从

事影音设备、数码配件、数码相机、投影仪、音箱、游戏机、

早教机的批发、零售（不设店铺）及进出口业务；从事服务

器、工业计算机的维修、电子产品的简单包装业务；服务器

的经营性租赁；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及售后技术服务；软件研

发服务、技术服务；电子设备的设计及技术研发服务；电动、

非电动助力车（机动三轮车除外）的开发设计；房屋租赁；

设备租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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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天津鸿富锦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0,884,263 

净资产 6,882,029 

净利润 2,259,434 

 

（4）杭州统合 

企业名称 统合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M14-11-5 地块 B5 厂房 

法定代表人 刘金钰 

注册资本 19,181.7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宽带接入网通信系统设备、

高端路由器、高端交换机、服务器及上述产品零配件；提供

售后服务；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业务（上述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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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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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统合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283,879 

净资产 571,370 

净利润 79,359 

 

（5）海宁统合 

企业名称 海宁市统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之江路 75-77 号

D 幢 

法定代表人 刘金钰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加工：新型电子元器件、宽带接入网通信系统

设备、高端路由器、高端交换机、服务器及上述产品零配件；

提供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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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深圳富桂持股 100% 

 

海宁统合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377,451 

净资产 193,765 

净利润 -3,140 

 

（6）深圳裕展 

企业名称 深圳市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东环二路2号富士康H5厂房

101、观澜街道福城大三社区富士康鸿观科技园 B 区厂房 5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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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9 栋 4 层、C07 栋 2 层、C08 栋 3 层 4 层、C04 栋 1 层 

法定代表人 向绪宏 

注册资本 2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

核心网设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

数字音、视频译码设备及其零部件、金属与非金属制品模具

的设计、销售及维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是：

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备以及网

络检测设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数字音、视频译

码设备及其零部件、金属与非金属制品模具的生产；智能家

居产品及其零配件、智能穿戴式产品零配件的研发、批发、

生产；塑料五金制品、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便携式电

子书浏览器、遥控器、扬声器，上述产品的周边配套设备及

零配件的生产；智能音箱、智慧安全帽、智能机器人，及上

述产品的零配件的生产；家用电器、智能车载电子产品、车

联网终端设备，及上述产品的零配件的研发、生产；仓储服

务。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周边自动化治具、机械加工零配件

的技术开发、生产、批发；手机零配件、移动通讯系统零配

件的生产。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N95 口罩的生产及销售，

口罩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输出。 

股权结构 河南裕展持股 100% 

 

深圳裕展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48,509,556 

净资产 13,613,425 

净利润 3,429,333 

 

（7）郑州富泰华 

企业名称 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 7 号标准

厂房 

法定代表人 邱政伟 

注册资本 244,716.80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

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及其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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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数字音频、视频编解码设备及其零配件；从事金属、非

金属材料与制品的研发、热处理及表面处理工艺研发和制品

模具的设计、制造；从事制程加工用耗材的开发、制备以及

其应用。从事保税仓储物流、维修检测及售后服务业务；房

屋租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郑州富泰华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7,809,949 

净资产 12,147,007 

净利润 1,779,085 

 

（8）河南裕展 

企业名称 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郑州市航空港区振兴路东侧综合保税区 B 区 B07 栋第二、三

层 

法定代表人 向绪宏 

注册资本 34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

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数字音

视频解码设备及其零部件；从事金属与非金属制品模具的设

计、制造；以上产品的维修及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及危险品

除外）、批发及相关配套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从事检具、治具及其零组件的设计、生产、销售、检测、维

修及售后服务；移动通讯系统手机研发；计算机、手机相关

软硬件的研发测试。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河南裕展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11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3,185,935  

净资产 12,162,128  

净利润 3,114,293  

 

（9）济源富泰华 

企业名称 富泰华精密电子（济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市虎岭产业集聚区 

法定代表人 林振甫 

注册资本 601,888.7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

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数字音、

视频解码设备及其零部件；自动化设备检测及研发，进行精

密运动控制、机构模拟仿真、光机电控制系统、人工智能应

用整合技术研究，实现智能制造 SCADA/BCS、M2M、智能

决策控制、机器学习诊断与预测、绿色节能管理核心应用系

统导入、优化、推广；微小组件精密柔性组装检测、产品外

观/尺寸/结构瑕疵自动检测等关键模组/设备开发导入；移动

通讯系统手机研发及相关软硬件的研发、测试、系统集成、

应用服务及相关技术服务；从事金属与非金属制品模具的设

计、制造,以及以上产品的维修及仓储业务。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济源富泰华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3,872,596 

净资产 9,166,992 

净利润 1,300,327 

 

（10）晋城富泰华 

企业名称 晋城富泰华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省晋城市开发区兰花路 1216 号(富士康工业园 B 区 A2

栋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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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姚辉 

注册资本 1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及零部件、数字音视频解码设备及零部件、

机械自动化设备及零部件、电子元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多功能工业机器人的开发、生产、批

发、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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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晋城富泰华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7,889,806 

净资产 3,856,665 

净利润 1,183,661 

 

（11）山西裕鼎 

企业名称 山西裕鼎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龙飞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姚辉 

注册资本 27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讯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

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及其零配

件、可携式医疗电子产品、数字音、视频解码设备及其零部

件；金属、非金属材料与制品的研发、热处理及表面处理工

艺研发和制品模具的设计、制造；制程加工用耗材的开发、

制备及其应用；保税仓储物流、维修检测及售后服务业务提

供相关的技术咨询与售后服务,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智能制

造升级、智动化整厂连线、自动化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外

部设备、智慧城市系统、工业制造控制软件；工业机器人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维修；从事上述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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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郑州富泰华持股 55.50%，公司持股 45.50% 

 

山西裕鼎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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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8,329,076 

净资产 3,800,652 

净利润 629,072 

 

（12）鹤壁裕展 

企业名称 鹤壁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鹤淇大道中段纬六路北 

法定代表人 薛波 

注册资本 29,7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从事精密技术推广服务；从事通信设备及零配件、数字多功

能电话及零配件、数字音视频解码设备及零配件、机械自动

化设备及零配件、新型电子元件及组件、模具、治具、检具

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及相关技术服务；从事金属、非

金属材料与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热处理及表面处理加

工；从事制程加工用耗材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货物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 郑州富泰华持股 100% 

 

鹤壁裕展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661,504 

净资产 673,659 

净利润 189,882 

 

（13）兰考裕展 

企业名称 兰考裕展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济阳大道与兰阳路交叉口西侧富士康科

技园 G05 栋 

法定代表人 金雷 

注册资本 130,3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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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讯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

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及其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及其零配

件、可携式医疗电子产品、数字音频、视频解码设备及其零

部件；从事金属与非金属材料与制品的研发、热处理及表面

处理工艺研发和制品模具的设计、制造；从事制程加工用耗

材的开发、制备以及其应用；物流服务、仓储服务（易燃、

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维修检测及售后服务；智能化设备、

自动化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及租赁（不含

融资租赁）；从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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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河南裕展持股 100% 

 

兰考裕展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03,705 

净资产 -39 

净利润 -39 

 

（14）深圳智造谷 

企业名称 深圳智造谷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 2 号富士康工业园 B3 栋 2 层 

法定代表人 马力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供管理服务；教学

设备、教学器材、文教用品的销售;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工业互联网软件的技术开发及上门维护;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的组织策划;户外拓展活动的策划;企业形象设计;从事

广告业务;教育培训（不含学科类培训）;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口罩设备销售及技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展览展

示策划；科技产品开发；科技体验馆的运营、管理咨询；场

馆建设；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器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计算器软件的开发及销售；国内贸易。，许可经营项目

是：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非医用口罩等劳动防护用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医用防护口罩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一类、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医疗器械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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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贸易及相关技术服务输出；体外诊断试剂及相关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礼品、纪念品、

展品、非标定制品设计制作与销售；精密工具及相关零配件、

仪器仪表及设备、高端精密装备与零配件的技术开发、生产

与销售；工业互联网平台及计算器技术开发、计算器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的开发和销售；计算器网络及应用工程的施工；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的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及行业应用系统的

开发；智能制造系统开发及解决方案技术服务；智能控制系

统集成；智能化设计咨询及改造；5G 通讯产品、5G 智能终

端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信息系统软件开发、技术服务；

物联网技术的开发及销售；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及解

决方案技术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孵化服务及项目投资。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深圳智造谷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19,408 

净资产 58,567 

净利润 8,568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的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本次对子公司增资是

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公司通过增资的方式实施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增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本实力，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公司将在本次增资实施前于本次增资的子

公司完成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并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保荐机构、开户行签署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后，将专门用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建设。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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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本次增资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

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增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本实力，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增资。”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一）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通过向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增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本实

力，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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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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