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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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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证券简称：达刚路机），股票代码：300103。目前，达刚控股

实现集团化管控，成为“装备制造+道路运维管理+危废固废综合回收

利用”三轮驱动的综合型科技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扩展公司在道路主业相关板块的业

务范围，整合分、子公司的优势资源，降低市场运营风险，增强公司

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多元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的战略目标，经公司

管理层的审慎分析和市场调研，公司拟在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投资设

立控股子公司，并在该区域开展一体化道路运维管理项目。现将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如下： 

一、 项目背景 

2013 年 5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首次研究了我国未来公路网的总体规模和层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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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提出未来我国公路网总规模约 580 万公里，其中国家公路约占

7%、省级公路占 9%、乡村公路占 84%。截止 2018 年末，我国已完成

公路建设总里程为 485 万公里。 

随着公路网的逐步建成，公路新建需求将逐步降低，但同时公路

养护需求将快速上升。2016 年 6月 1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十三五

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提出：为适应公路发展新趋势，必须由过去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建设、养护、管理、服务并重转变，更加突出

养护、管理、服务工作。同时也强调：要推动公路养护管理实现高效

低碳发展，大胆探索养护管理新模式，一是要积极引导和培育公路养

护市场，鼓励和引导专业化公路养护企业跨区域参与养护市场竞争，

支持大型养护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二是建立政府与市场分工合理

的养护生产模式，探索建管养一体化、周期性养护总承包等生产组织

模式。2017 年 7月 13 日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和

规范公路养护市场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公路养护服务供给模式改革：

探索周期性综合养护总承包方式，将一定规模的路网在一定周期年限

内的各类养护作业（技术咨询+设计+施工等）统一发包，或实施建设、

管理、养护一体化等方式。 

为了抓住道路养护行业发展的新契机以及行业改革的东风，尽快

在有资源、有优势的地区布局道路一体化养护运维项目，为后期国内

国外类似项目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培养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结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公司拟与无锡市梁溪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梁溪城投”）及无锡市昇和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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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昇和城管”）共同出资成立无锡达刚智慧运维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控股子公司

设立初期，将先行在无锡市梁溪区布局道路智慧运维与周期性养护托

管及道路新建与养护工程承包服务业务，并在适当时机开展沥青搅拌

站运营业务，通过一定时期的运作，合资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市政

设施智慧运维的梁溪模式”，并将该模式向无锡其他区域及江苏省进

行推广，最终致力于将合资公司打造成“江苏乃至全国市政设施管养”

的行业标杆性公司。 

二、 项目概述 

（一）拟设立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无锡达刚智慧运维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2.注册地址：无锡市梁溪区通江街道惠勤路 180 号（暂定） 

3.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0 65% 货币 

无锡市梁溪城市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500 25% 

货币 



 

 

5

 

无锡市昇和城市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0 10% 

货币 

合 计 2000 100%  

6.拟定经营范围：道路检测评价；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劳务服务；市政设施、公路设施管理养护；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市政、公路、桥梁工程检测和实

验；水质检测；设计、代理、发布广告；工程勘测；城市园林绿化；

园林绿化设计；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花卉、苗木、草种、植物肥料、植草纤维、交通标识；道路

货物运输；机动车停车服务；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

房；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

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

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7.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本次投资全部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公

司以超募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300 万元，梁溪城投以自有资金认

缴出资额人民币 500 万元，昇和城管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200 万元。 

上述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二）出资主体情况 

1、公司名称：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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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西安市高新区毕原三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傅建平 

注册资本：31,760.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735085973C 

经营范围：汽车改装车辆的生产、半挂车辆的生产、车载钢罐体

的生产；公路机械设备、公路沥青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软件的

开发、研制、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公路机械设备的维修，汽车改

装车辆、半挂车辆、车载钢罐体的研发、销售（不含二手车）；公路

机械设备的租赁；公路施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

外工程项目；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及环境综合治理技术的研发、咨询

服务；环保处理设备的研发与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非生产性废旧

金属、非金属再生资源（不含危险性废旧物品）的回收、利用与处置；

机电产品、建筑材料、木材、木制品、金属产品、有色金属、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农副产品的销售；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禁止和须经审批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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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名称：无锡市梁溪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中南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李旭栋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MU8TRXU  



 

 

7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拆除、

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建材、通用机械及配件、

电气机械及器材、专用设备的销售;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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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名称：无锡市昇和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丰涵家园 117 号 

法定代表人：邱智勇 

注册资本：1100 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302181038C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从事城市生活垃圾

的清扫、收集、运输服务;房屋维修(不含资质);清洁、绿化、摄影、

彩扩、贸易咨询、家政、健身、洗衣、婚庆、礼仪、挖土、停车场管

理服务;电梯维护、建筑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白蚁防治;管道疏通;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教育信息咨询;花卉、苗

木的租赁;汽车租赁;装卸搬运;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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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付方式 

公司在履行完内部审批程序后，将使用人民币 1,300 万元的超募

资金，于控股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上

述认缴资金足额存入子公司账户。 

（四）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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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投资估算 

本次投资 2,000 万元（其中达刚控股出资 1,300 万，梁溪城投出

资 500 万，昇和城管出资 200 万）设立控股子公司，计划主要用于无

锡市梁溪区市政道路智慧运维项目建设费用及道路新建与养护工程

承包业务的开拓运营费用。资金分配情况预估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预估 

1  道路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及系统建设费用 650 万元 

2 

道路设施巡查、检测、养护施工等专业设备

购置费用 

550 万元 

3 办公场地租赁费及日常办公设施购置费用 50 万元 

4 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450 万元 

5 其他费用 300 万元 

合计  2000 万元 

2.项目建设内容 

公司本次在无锡市梁溪区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前期将主要建设

梁溪区市政道路基础设施信息管理平台及道路智慧运维管理系统，并

配备必要的专业智能化道路巡查、检测、养护施工等车辆与设备，使

合资公司具备道路智慧运维与道路周期性养护托管的一体化服务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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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道路运维与养护业务的开拓与布局，可很好的扩展公司在道路主

业相关板块的业务范围，实现主业板块的资源整合与高效协同，提高

公司的经营业绩，并最终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

力。 

（二）抓住道路养护市场发展的新契机 

2017 年 7月 13 日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和规

范公路养护市场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公路养护服务供给模式改革：

探索周期性综合养护总承包方式，将一定规模的路网在一定周期年限

内的各类养护作业（技术咨询+设计+施工等）统一发包，或实施建设、

管理、养护一体化等方式。 

为了抓住我国道路行业重心从建设向养护转变的契机与体制改

革的东风，目前尽快布局道路养护市场是势在必行的。 

（三）提升道路运维和养护的综合能力 

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可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道路智慧运维和

周期性养护托管方面的综合能力，并培养一批专业人才，为后期在国

内其它区域及国外布局道路运维与养护业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无锡市梁溪区道路智慧运维与养护项目的建设是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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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特殊的区位优势 

无锡市是江苏省的地级市，下辖 5 个区及 2 个县级市，全市总

面积 4627.47 平方千米。2018 年，无锡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438.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在江苏省排名第三，全国排名第十三位。

2018 年 12 月，无锡市被评为 2018 中国大陆最佳地级城市第 3 名，

2018 中国创新力最强的 30 个城市之一，2018 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

市第 17 名。2019 年 8月，中国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海关》杂志公

布了 2018 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排名，无锡排名第 11。因此，无

锡市在江苏及全国都属于经济发达城市。另外，根据 2018 年全国交

通运输现代化综合指数得分排名，江苏省在全国排名第三位，仅次于

北京和上海。 

因此，该项目落地无锡市并成功运行，具有非常大的区位优势

及全国性的示范效应，为后期在国内其它区域的业务开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二）丰富的管理与实施经验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拥有了从公路沥青材料加热、

储存、运输到沥青材料的改良、再到沥青混合料的拌合、再生；从公

路建设到公路养护与管理；从公路小修保养到预防性养护、再到修复

性养护的一站式公路筑养护机械设备集群和一站式的公路筑养护技

术咨询与工程承包服务经验与能力，而该项目的建设与实施，正是对

公司现有资源与能力的最佳整合，如顺利实施将会给公司带来良好的



 

 

11

 

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和战略布局上，从既往沉淀的

资金与运维管理优势上，同时，兼顾到无锡市优越的软硬件环境，在

无锡市设立控股子公司并以此为产业化载体是可行的。 

五、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为确保控股子公司顺利设立，积极促进项目的落地实施，对项目

进度节点做如下安排： 

1.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合资公司的工商注册； 

2. 2020 年 1 月 22 日前完成税务及银行账户开立手续； 

3. 2020 年 2 月 17 日前完成出资款的实缴出资； 

4. 2020年5月30日前完成道路智慧运维平台和系统的建设及道路巡

查、检测、养护施工等设备的配置。 

    若合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完成时间延期，则后续进度安排时间相

应顺延。 

六、 项目风险分析 

（一）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虽在资金、管理、技术、人

员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

项目实施风险。 

（二）政策风险 

由于公司本次在无锡的项目建设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在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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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存在因国家相关政策调整，而对控股子公司的设立及具体实施

产生不确定性影响。对此，公司将通过深入调研、做好政策研究、严

把审批程序、加强项目管理等措施进行风险控制。 

（三）项目的经营管理风险 

本次在无锡市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实施项目建设与运营可能带来

一定的管理风险，从而对公司在人力资源、质量控制、管理模式等各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公司将通过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和标准

化制度体系、积极吸引各类管理人才，不断完善管理模式，加强培训

机制，提高员工素质，充实企业人力资源实力，实施项目管理与过程

管理等措施，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风险。 

（四）风险管理与防范 

公司已经充分意识到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各项积极的

措施予以防范和控制，以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七、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公司本次在无锡市梁溪区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实施市政道路

智慧运维与养护项目，为公司未来优势产业化布局及持续健康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断推进公司装备制造、道路运维管理及危废固废

综合回收利用“三轮”战略的落地，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本项目可实施性强、风险可控，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能够有效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和股东



 

 

13

 

价值，进一步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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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