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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项目背景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达刚控股”）

是一家专业从事筑养路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海

内外公路工程总包、城市道路智慧运维管理及危废固废综合回收利用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2年 5月，注册资本 31,760.1

万元，注册地址为西安市高新区毕原三路 10 号，现有员工约 300 人。

2010 年 8 月，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证券简称：

达刚控股，股票代码：300103。 

陕西智慧新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新途”）成立

于 2019 年 9 月，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公路道路、建筑

装饰、市政工程等土木工程建筑施工服务。2020 年 3 月，公司完成

对智慧新途的 100%股权收购，智慧新途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2,500 万元及 1,500 万元的道路施工设

备向子公司智慧新途进行实缴出资，项目背景如下： 

（一）公司集团化管控及业务增长需要 

为抓住市场发展机遇、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公司在 2019 年进

行了一系列经营改革，确立了以“高端路面装备研制+城市道路智慧

运维管理+危废固废综合回收利用”三大业务为主体的协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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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公司集团化管控的新形势、更好助力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协同发

展，公司在 2020 年 3 月收购了陕西智慧新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后，

将工程施工业务整体划归到智慧新途进行独立运营。 

今年以来，随着各子公司在西安、渭南、无锡等地的道路施工养

护项目的逐步增加，为使智慧新途尽快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满足日

益增加的工程施工项目需求，公司需尽快完成对智慧新途的实缴出资。 

（二）工程施工行业发展前景依旧向好 

智慧新途主要从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等综合施工服务，所属行业为土木工程建

筑业。 

按照“十三五规划”及近年来国家关于道路建设的新形式、新要

求，未来公路交通的发展应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提高国省道等级水平、

服务水平，加快低等级路段提级改造，完善城际干线公路网络，有序

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同时，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及疫情影响的复杂背

景下，国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支撑，无论

是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新基建，还是以交通、水利、能源等为代表的老

基建，工程施工作为建设前提具有不可或缺性，未来工程施工行业的

前景依旧向好。 

二、项目概述 

（一）智慧新途基本情况 

1.名称：陕西智慧新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501MA6Y9E06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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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张红光 

4.住所：陕西省渭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兴街西段 27 号渭

南市创新创业中心 901 室  

5.注册资本：肆仟万元人民币 

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9 年 09 月 05 日 

8.营业期限：2019 年 09 月 05 日至 2049 年 09 月 04 日 

9.股权结构：达刚控股 100%持股 

10.经营范围：国内外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公路路

基工程、公路路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矿山工程、道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土石方工程、给

排水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

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安防工程、钢结构工程、

制冷及暖通工程、消防设备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钢

及金属门窗安装工程、土地整理工程、土地复垦工程、建筑拆除工程

（除爆破）、设备拆除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勘察、设计、咨询、

施工及工程监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工程施工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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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方式 

智慧新途为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4,000 万元，本次事项系公司完成对智慧新途的实缴出资。 

本次出资形式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500 万元人民币及 1,500

万元人民币的道路施工设备向智慧新途进行实缴出资，本次出资额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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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进入智慧新途注册资本。 

（三）资金使用安排 

本次公司进行实缴的 2,500 万元超募资金将主要用于智慧新途

工程施工业务的开展及日常经营。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预估（万元） 

1 

道路养护、新建工程施工项目所需人

员、原材料、设备及日常运营 

2000 

2 补充经营流动资金 500 

合计 2500 

（四）智慧新途经营计划 

在本次实缴出资完成后，未来智慧新途经营计划主要为：一是对

内高效承接好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土木建筑施工项目，为公司整体运行

降本增效。二是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对外积极进行业务拓展布局，承

接各类工程施工项目，深耕渭南、辐射陕西、迈向全国。 

三、项目收益情况 

（一）经济效益 

本次实缴出资完成后，智慧新途将获得资金及施工设备的及时补

充，该部分资金及设备将用于智慧新途的经营发展上，助力西安市高

新区市政道路养护施工项目、渭南市高新区及无锡市梁溪区道路养护

施工项目等工程业务的尽快实施，进一步向外进行业务拓展布局。 

基于智慧新途现有业务承揽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结合土木建筑

施工市场增长前景、行业平均利润水平，预计未来五年智慧新途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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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营业收入 1.2 1.6 2.0 2.2 2.4 

增长比率 - 33% 25% 10% 9% 

净利润 0.18 0.24 0.4 0.44 0.48 

净利润率 15% 15% 20% 20% 20% 

图：未来五年智慧新途营收及净利润预测 

 

（二）社会效益 

本次实缴出资完成后，智慧新途将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该公司

将进一步扩充人员队伍、增加施工设备、提升竞争实力。智慧新途所

在的陕西省渭南市，当前正处于大力发展建设时期，智慧新途在不断

发展壮大过程中，能够为当地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

有力支持。未来，在智慧新途正常运行后，预计为所在地及各施工地

带来超过 100 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当地缴纳一定税收，创造社会效益

并彰显公司的社会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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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必要性分析 

（一）公司施工工程快速增长需要 

现阶段在城市道路智慧运维业务板块，公司已与渭南市高新区、

无锡市梁溪区达成部分道路运维养护合作协议，与西安市高新区高科

城服公司达成意向合作协议。 

按照公司经营战略规划，智慧新途未来将承担公司在道路养护方

面的大部分施工任务。近期随着各合作地区的道路养护项目陆续进入

实质性施工阶段，迫切需要完成对智慧新途的资金和设备注入，以便

尽快推进各项目施工。 

（二）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与品牌建设需要 

2020 年 3 月，智慧新途的收购为进一步壮大公司工程施工业务

规模奠定基础，能够显著降低公司各业务板块施工成本、提高施工效

率，更好服务公司整体发展，符合“高端路面装备研制+城市道路智

慧运维管理+危废固废综合回收利用”三大业务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

同时，智慧新途将配备专业的人员及先进的设备，各类施工设备和人

员服装将印制醒目的公司品牌标识，施工过程将坚持标准、文明作业，

凸显公司的规范性和专业性，有力促进对公司品牌和形象的宣传。 

（三）提升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计划使用 2500.00 万元超募资金向智慧新途实缴出资，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利润

增长点，促进公司盈利能力改善。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工程施工项目迫切需求、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以及公司品牌形象建设的需要，本次向智慧新途实缴出资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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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受益国家基建发展利好 

今年以来受疫情的影响经济形势更加复杂，2020 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明确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基调，3 月 27 日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规模等措施。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和疫情影响的背景下，通过增加

基础设施建设及减税降费等财政政策发力，是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

支撑。 

而在基建投资实施过程中，无论是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新基建，还

是以交通、水利、能源等为代表的老基建，工程施工作为建设前提具

有不可或缺性，受益于政策支持、基建投资稳定增长的利好，智慧新

途未来的整体发展前景向好。 

（二）所在地区政府支持，工程项目市场广阔 

智慧新途所在的渭南市高新区是继西安市高新区、宝鸡市高新区

之后陕西第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域内拥有位置、交通、

产业、服务等综合优势，依据《渭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未来十年仍将是高新区及渭南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时期。 

按照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公司于 2019 年在渭南市高新区启动了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与当地政府及国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扎根并深耕当地市场，公司先后成立了陕西达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达刚智慧运维科技有限公司，完善在当地的产业布局。 

受益于当地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增长的红利，智慧新途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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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发展经营中，将持续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深耕当地市场并

积极向外拓展，立足渭南高新、辐射陕西本土、服务全国市场。 

（三）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带动 

公司确定的三大业务发展主体中，城市道路智慧运维管理和危废

固废综合回收利用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在城市道路智慧运维管理板块，公司已与渭南市高新区、无锡市

梁溪区建立合作关系，并与西安市高新区处于项目合作洽谈阶段，目

前已在多地拥有道路养护施工项目。在稳固前述地区市场前提下，按

照公司发展规划将继续对外拓展合作城市，未来公司的道路养护施工

项目量将持续增加，对应智慧新途的工程施工项目增加。 

（四）成熟的工程施工基础 

目前，智慧新途的成员大部分为达刚控股原有的工程施工人员，

他们拥有长时期、多种类的工程施工历史及丰富的海内外施工经验。

迄今为止，公司已为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 32 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路面筑养护设备、材料、施工、技术支持等成

套服务；同时在国内，公司承接了 2018 年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主干道

城市道路沥青混合料超薄罩面预防性养护施工项目，2018 年至今与

中国交建合作承建新疆境内多条公路的路基、桥梁、涵洞等施工项目。 

得益于成熟的施工技术和丰富的施工经验，协同公司自主的筑路

机械设备优势，智慧新途将有能力在土木工程施工市场中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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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存在的风险 

（一）宏观经济政策风险 

智慧新途所处的土木工程建筑业，经营受国家宏观经济增速及基

建投资政策影响较大，现阶段受到所在地方经济发展向好、政府基建

投资政策积极等因素支持。未来存在诸如地方经济增速下滑、基建政

策变动、税收政策变动等因素影响，而导致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二）质量安全管理风险 

质量与安全是工程施工企业永恒的生命线，质量与安全管理是工

程项目施工管理重要的内容，一旦发生质量与安全事故，不仅给伤者

及其家庭带来不幸，也给企业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企业轻则

受到损失、重则危及发展。因此，施工质量及安全管理问题可能对智

慧新途正常经营带来风险。 

（三）原材料风险 

智慧新途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工程项目成本的大部分为原材料成

本。由于工程施工材料受市场需求和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大，所以

原材料价格变动可能会对智慧新途的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四）业主方风险 

业主即是企业作为提供工程施工服务方时的甲方角色，是企业最

重要的合作者，也是工程的投资者，业主方面的情况对施工企业的工

程实施和效益有着决定性影响。智慧新途作为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存

在着因业主方在工程中故意拖欠工程款、干扰工程施工秩序且不予补

偿、出现财务问题无力支付工程款等现象，这些情况都可能会使智慧

新途承受较大的财务压力，对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12

 

（五）风险管理与防范 

公司已经充分意识到智慧新途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各项积极

的措施予以防范和控制，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具体各项防范措施如

下： 

（1）针对宏观经济政策风险：总体来看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将长

期受益经济发展的利好，公司将密切关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税收

政策的变动趋势，及时与智慧新途沟通、调整经营战略，以适应市场

变化； 

（2）针对质量安全管理风险：公司将督促智慧新途制定质量管

理的相应标准，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及培训，提升人员的质量意识和安

全意识，贯彻质量优先的经营理念，并设立专门的风险及质量监督人

员进行预防管理，最大程度避免质量及安全隐患； 

（3）针对原材料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上游原材料市场的运行

情况，并督促智慧新途建立原材料价格变动与库存管理的适时调整机

制，在施工项目进行中对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与业主方进行及时沟通； 

（4）针对业主方风险：公司将协助智慧新途做好前期合同签署

阶段的审核与调研工作，督促智慧新途在施工过程中与业主方的顺畅

沟通，密切关注业主方自身财务状况及各种调整情况，在发生不利变

化时及时采取行动，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利益。 

七、项目可行性研究结论 

经过审慎的研究和分析，本次使用 2500.00 万元超募资金向智慧

新途进行实缴出资事项，可实施性强、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有利于满足公司工程施工项目增长的需求、降低公司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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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体竞争力，助力公司“三轮驱动”协同发展；同时，能够合理

使用超募资金，提高闲置超募资金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

影响力和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本项目切实可行。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