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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骏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对美国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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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Junchuang North America, Inc.（以下简称：骏创北美）系苏州骏创汽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骏创科技）位于美国的控股子公司。根据骏创

北美的经营发展需求，拟将骏创北美的投资总额增加 90.00 万美元，其中：公司

拟出资 53.00 万美元、DLM MVP Holdings 21 LLC 拟出资 27.00 万美元、ZF YANG 

LLC 拟出资 10.00 万美元。本次增资后，公司在骏创北美的控股比例由 70%下降

至 60%。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属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情形，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未达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标准，已经公司

董事长批准，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需报美国当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尚需国内相关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DLM MVP Holdings 21 LLC 

住所：15005 Enterprise Way Middlefield, Ohio 44062 

注册地址：15005 Enterprise Way Middlefield, Ohio 4406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4 日 

实际控制人：Darrell McNair 

主营业务：注塑件的生产和销售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元（美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ZF YANG LLC 

住所：43311 JOY RD NUM 293 CANTON, MI 48187 

注册地址：2222 W. GRAND RIVER AVE STE A Okemos MI 4886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7 月 15 日 

实际控制人：杨志峰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注册资本：3,000.00 元（美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增资情况说明 

控股子公司骏创北美已经开始运营，随着客户订单的逐步释放，骏创北美需

要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经营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骏创北美的本次增资，拟引

入一名新股东 ZF YANG LLC。新股东 ZF YANG LLC 的实际控制人杨志峰先生

长期工作在美国，服务于众多知名汽车零部件行业客户，具有良好的汽车零部件

行业的市场开拓和运营管理能力，拟兼任骏创北美 CEO 职务。引入该名股东，

将实现人才优势与骏创北美利益的绑定，有利于骏创北美的长远发展。 

杨志峰先生于 2022 年 4 月份加入公司，任公司北美市场业务主管职务，拟

兼任骏创北美 CEO 职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被增资公司经营和财务情况 

MELLEN, SMITH & PIVOZ PLC 对骏创北美 2021 年度财务状况出具了审计

报告。 

骏创北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总资产 62.48 

净资产 62.48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29 

骏创北美本次增资情况和股权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情况 本次增资

出资金额 

（美元） 

增资后情况 
出资

方式 
出资金额 

（美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美元） 
持股比例 

骏创科技 7.00 万 70.00% 53.00 万 60.00 万 60.00% 货币 

DLMMVP 

Holdings21 LLC 
3.00 万 30.00% 27.00 万 30.00 万 30.00% 货币 

ZF YANG LLC - - 10.00 万 10.00 万 10.00% 货币 

合计 10.00 万 100.00% 90.00 万 100.00 万 100.00%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骏创北美已经开展经营活动，2022 年 1-6 月的主要经



营数据会在将要披露的 2022 年半年报中披露。 

（二）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公司本次增资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定价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系对控股子公司骏创北美增资，公司按照 1.00 美元/股进行增

资，其他股东亦按照 1.00 美元/股进行增资。 

 

五、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骏创北美投资总额增加 90.00 万美元，其中：公司拟出资 53.00 万美元、DLM 

MVP Holdings 21 LLC 拟出资 27.00 万美元、ZF YANG LLC 拟出资 10.00 万美元。

本次增资后，公司在骏创北美的控股比例由 70%下降至 60%。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顺应客户全球化工厂布局的配套需求，公司以骏创北美为纽带，积极拓展海

外客户、布局海外市场。控股子公司骏创北美已经开始运营，随着客户订单的逐

步释放，骏创北美需要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经营活动的开展。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事项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

营风险，且本次增资尚需办理国内及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相关部门的备案登记，具

有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加强对骏创北美的内部控

制和监督，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与收益，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基于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求，也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规

划，从长期发展来看，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具有积极作用。 



 

七、备查文件目录 

《董事长关于对 Junchuang North America, Inc.增资的审批意见》 

 

 

苏州骏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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