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编号：2016-001
证券代码：832232

证券简称：正全股份

主办券商：湘财证券

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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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布局，公司拟将食潮相关知识产权以人
民币 800 万元转让给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食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食潮公司”）。双方拟于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订转让协议。
上述食潮相关知识产权包括：
1、正全食潮游戏软件（包括游戏软件技术秘密），交易价格
为人民币 650 万元。
2、食潮相关商标：
（1）在中国注册的商标：
第 7770231 号（第 16 类）的“食潮”商标
第 7770272 号（第 29 类）的“食潮”商标
第 7770288 号（第 30 类）的“食潮”商标
第 7770257 号（第 42 类）的“食潮”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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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60284 号（第 43 类）的“食潮”商标
（2）申请注册中的商标：
第 16340432 号（第 38 类）的“食潮”商标
第 16340540 号（第 41 类）的“食潮”商标
第 17297082 号（第 35 类）的“食潮汇”商标
第 17297005 号（第 38 类）的“食潮汇”商标
第 17296999 号（第 42 类）的“食潮汇”商标
已提交申请注册资料的第 38 类“食”图形商标
上述食潮相关商标，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00 万元。
3、《正全食潮游戏软件 V1.0》软件著作权，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 50 万元。
根据《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本次交易可以免予按照关联
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食潮相关知识产权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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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广东食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广州市海珠区
晖悦三街 6 号（J-14（23#楼））3001 房（仅作办公用途），主要办
公地点为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保利天悦花园 23 栋 3006、3001，法
定代表人为陈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营业执照号
为 440105000452406，主营业务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
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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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
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
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
交易标的名称：正全食潮游戏软件
交易标的类别：无形资产
交易标的所在地：汕头市长平路丹阳庄西三区 17 幢韩江大厦
1801 号房之 02、04、06 室及 1/1901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
交易标的名称：食潮相关商标：
（1）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第 7770231
号（第 16 类）的“食潮”商标、第 7770272 号（第 29 类）的“食潮”
商标、第 7770288 号（第 30 类）的“食潮”商标、第 7770257 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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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类）的“食潮”商标、第 12260284 号（第 43 类）的“食潮”商
标；（2）申请注册中的商标：第 16340432 号（第 38 类）的“食潮”
商标、第 16340540 号（第 41 类）的“食潮”商标、第 17297082 号
（第 35 类）的“食潮汇”商标、第 17297005 号（第 38 类）的“食
潮汇”商标、第 17296999 号（第 42 类）的“食潮汇”商标、已提交
申请注册资料的第 38 类“食”图形商标。
交易标的类别：知识产权
交易标的所在地：汕头市长平路丹阳庄西三区 17 幢韩江大厦
1801 号房之 02、04、06 室及 1/1901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三
交易标的名称：《正全食潮游戏软件 V1.0》软件著作权
交易标的类别：知识产权
交易标的所在地：汕头市长平路丹阳庄西三区 17 幢韩江大厦
1801 号房之 02、04、06 室及 1/1901
(二)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技术转让合同（正全食潮游戏软件）:
1、公司拟将其拥有的正全食潮游戏软件（下称“标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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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秘密转让给食潮公司。
2、标的软件转让价金共计人民币陆佰伍拾万元整（￥650 万元
整），食潮公司于标的软件交付日向公司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650 万
元。
3、合同生效：经公司及食潮公司双方盖章并经双方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商标转让合同：
1、公司拟将以下拥有的在中国注册的商标转让给食潮公司：
第 7770231 号（第 16 类）的“食潮”商标、第 7770272 号（第 29
类）的“食潮”商标、第 7770288 号（第 30 类）的“食潮”商标、
第 7770257 号（第 42 类）的“食潮”商标、第 12260284 号（第 43
类）的“食潮”商标，下称“注册商标”。公司有申请注册中的第
16340432 号（第 38 类）的“食潮”商标、第 16340540 号（第 41
类）的“食潮”商标、第 17297082 号（第 35 类）的“食潮汇”商
标、第 17297005 号（第 38 类）的“食潮汇”商标、第 17296999
号（第 42 类）的“食潮汇”商标、已提交申请注册资料的第 38 类
“食”图形商标，下称“申请注册商标”。食潮公司同意受让上述
注册商标及申请注册商标。
2、转让价金总计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 万元整）。食潮公
司于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100 万元。
3、合同生效：经公司及食潮公司双方盖章并经双方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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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
1、公司将其享有著作权的正全食潮游戏软件 V1.0（下称“标
的软件）版本之全部著作权利转让给食潮公司。
2、食潮公司向公司支付转让金额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
万元整）以转账方式在标的软件交付日一次性支付。
3、合同生效：经公司及食潮公司双方盖章并经双方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定价依据
1.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双方协商确定。
(三)时间安排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
1、技术转让合同（正全食潮游戏软件）:公司应于本合同生效后
10 日内以 DVD 形式向食潮公司交付标的软件的全部源代码及其他相
关文档、文件。
2、商标转让合同：本协议生效后，公司收到全部商标转让价金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证正本交付食潮公司。
3、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本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公司向食潮公
司交付标的软件的全部源代码及其他相关文档。
过户时间为：
1、商标转让合同：本合同生效后，由食潮公司负责办理注册商
标（此处的“注册商标”包括本合同所涉的申请注册商标经核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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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标）的核准转让手续，所需费用由食潮公司承担。
2、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标的软件转让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
公司配合食潮公司办理著作权变更登记。
五、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对现有业务布局的调整，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有助于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提高。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技术转让合同》；
（三）《商标转让合同》；
（四）《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

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8 日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