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113

证券简称：顺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7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网科技”）与交易对方浙
江顺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网控股”或“交易对方”）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签署《关于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联营企业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讯汇聚”）39.93%股权转让给顺网控股。
（二）关联关系说明
顺网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华勇先生控制的企
业，且华勇先生担任顺网控股的执行董事、华勇先生之配偶李娅琴女士担任顺网
控股的总经理，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华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对外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创业板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相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浙江顺网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2AXJRF6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 430 号丰元国际大厦 1、2、3 幢 403 室-60
法定代表人：华勇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接受企业委托从事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
证券、期货）（以上三项经营范围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会展服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酒
店管理；会务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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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勇持股 99.5%、李娅琴持股 0.5%
（二）关联关系
顺网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华勇先生控制的企
业，且华勇先生担任顺网控股的执行董事、华勇先生之配偶李娅琴女士担任顺网
控股的总经理；顺网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695678147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5 号楼 5 层 02 室
法定代表人：赵东方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6 月 3 日
经营范围：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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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1.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93%

2.

赵东方

35.73%

3.

翊翎互联安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5%

4.

萍乡全讯汇融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7.29%

5.

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4%

（二）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776,788.64

58,120,699.61

负债总额

19,912,834.77

16,549,679.53

净资产

44,863,953.87

41,571,020.08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1-7 月（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37,552,899.03

66,195,812.26

3,292,933.79

4,571,735.33

（三）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公司委托了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资
产评估报告》
（苏华评报字[2020]第 477 号），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如
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全讯汇聚的净资产账面值 4,486.40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 4,996.89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

13,149.19 万元，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全讯汇聚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149.19 万元，评估增值 8,662.79 万元，增值率 193.09%；
标的资产（即全讯汇聚 39.93%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5,250.47 万元。
（四）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全讯汇聚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全讯汇聚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全讯
汇聚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第三方权益或限制情形，
不存在被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之情形，亦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或
禁止转让的情况，标的资产的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关联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苏华评报字[2020]
第 477 号），以 2020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全讯汇聚的净资产账面值 4,486.4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为 13,149.19 万元，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5,250.47 万元。
基于以上评估结果，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5,250.47 万元，
即公司向顺网控股转让全讯汇聚 39.93%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5,250.47 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卖方：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资产买方：浙江顺网控股有限公司
（三）交易价格：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5,250.47 万元，
即公司向顺网控股转让全讯汇聚 39.93%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5,250.47 万元。
（四）支付方式：顺网控股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五）支付时间安排：
1、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在下列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顺网控股书面放弃之日起
三十（30）日内，顺网控股应以电汇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格

的 10%，即 5,250,470 元（大写: 伍佰贰拾伍万零肆佰柒拾元整）：
（1）本协议已
经签署并交付于双方当事人收执；
（2）公司已作出同意本次转让及其相关事项的
有效的董事会决议文件；
（3）全讯汇聚其他股东均已出具同意本次转让并放弃优
先购买权的函件并交付于买方。
2、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在下列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顺网控股书面放弃之日起
六十（60）日内，顺网控股应以电汇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格
的 40%，即 21,001,880 元（大写: 贰仟壹佰万壹仟捌佰捌拾元整）：（1）公司已
作出同意本次转让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文件；
（2）公司提名或委
派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了正式签署的辞职函（若适用），该辞职函
应表明他们辞去了在全讯汇聚的一切职务（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雇员、
顾问等）。
在下列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顺网控股书面放弃后，顺网
控股应在 2021 年 11 月 19 日之前以电汇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
价格的 25%，即 13,126,175 元（大写: 壹仟叁佰壹拾贰万陆仟壹佰柒拾伍元整），
并应在 2022 年 11 月 19 日之前以电汇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
格的 25%，即 13,126,175 元（大写: 壹仟叁佰壹拾贰万陆仟壹佰柒拾伍元整）：
（1）公司已作出同意本次转让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文件；（2）
公司提名或委派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了正式签署的辞职函（若适用），
该辞职函应表明他们辞去了在全讯汇聚的一切职务（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雇员、顾问等）；（3）全讯汇聚登记机关已就本次股权转让及其相关事项进
行了登记，将顺网控股登记为持有全讯汇聚 39.93%股权的股东。
（六）担保：华勇先生向公司出具履约担保函，为顺网控股于《股权转让协
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违约责任等）
向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七）标的资产的交割：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应促成全讯汇聚
尽快办理变更登记，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顺网控股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之日为标的资产交割日。
（八）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双方当事人盖章及正式代表、且履约担保函出具之日成立，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出售资产完成后，不
产生同业竞争。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不再持有全讯汇聚股权。

七、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在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增加公
司现金流，有利于上市公司聚焦主业，增强竞争力，推动公司健康发展，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目标。本次出售资产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事前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将全讯汇聚 39.93%股权全部出售给关
联方顺网控股，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和业务结构，增加公司现金流，更好地聚焦
主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全讯汇聚 39.93%股权全部出售给关联方顺网控股，
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和业务结构，增加公司现金流，更好地聚焦主业，提高市场
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出售股权的
定价是公司与交易对方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进行协商确定，遵循了客观、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本次交易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出售全讯汇聚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决策程序合法，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关于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股权转让协议》；
6、《资产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20]第 477 号）；
7、《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0]6283 号）；
8、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