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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盟(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公告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出售方：豆盟（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天津豆盟广告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豆盟”） 

受让方：孙海智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2017年 12月 7日 

交易标的：北京奇异鸟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交易事项：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给孙海智，

转让后，孙海智持有奇异鸟 85.79%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204万元。 

交易价格：204万元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否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衡量是否构成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两个指标:一、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挂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0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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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占挂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0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挂

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的比例达到 30.00%以上。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23,779,862.59 元，期末净资产总额为

85,006,354.22 元。 

北京奇异鸟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资产总额为 6,227,763.89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3,207,132.63 

元。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3,798,786.96 元 , 净

资产为 3,309,130.78 元(数据未经审计),未达到以上标准,故本次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另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

连 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

相应数额。”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及公司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出售同

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于 2017年 5月 12日公告的《出售资产的公告》（编号

2017-026），公司出售其参股公司北京心诚志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心诚志远”）10.072%的股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心诚志远的资产总额为 5,447,214.14 元，净资产为 4,245,598.47 

元（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公司于 2017年 9月 20日公告的《出售资产的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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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4），公司出售其子公司云流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

公司北京泰逗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逗通信”）51%的股份。截

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59,560.89 元 , 净资产为 

-22,526.72 元(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告的《出售资产的公告》（编

号 2017-037），公司出售其子公司云流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控

股公司武汉筹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筹谋”）51%的股份。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武汉筹谋的资产总额为 0 元，净资产

为 0 元（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四次出售公司资产总额累计 9,805,561.99

元，占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末总资产的 7.92%，累计净资产总额为

7,532,202.53 元，占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末净资产的 8.86%。 

综上，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重组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的规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规章制度,上述事项均未达到需要豆盟科技董事会审议

标准,由子公司天津豆盟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无需提请豆

盟科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出售无需政府有关部门特殊审批，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报所属主管地方税务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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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孙海智，男，中国，住所为 北京市朝阳区国风上

观**号楼*单元***室 ，最近三年担任过奇异鸟法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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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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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奇异鸟 51%股权 

交易标的名称：奇异鸟 51%股权 

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13号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北京奇异鸟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年 5月

29 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6397030071B，法定代表

人为孙海智，注册资本为人名币 204.0817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13 号，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技术培训；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运动项目除外）；会议服务、承办展

览展示；电脑图文设计、制作；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文化用品、日用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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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珠宝首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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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出售之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币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天津豆盟广告

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4.0817 51.00% 

孙海智 人民币 71.00 34.79% 

赵国栋 人民币 10.00 4.90% 

胡姜伟 人民币 9.50 4.655% 

代楠 人民币 9.50 4.655% 

合计 人民币 204.0817 100% 

股权交易完成前，奇异鸟纳入天津豆盟广告有限公司的合并范围。 

本次出售之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币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孙海智 人民币 175.0817 85.79% 

赵国栋 人民币 10.00 4.90% 

胡姜伟 人民币 9.50 4.655% 

代楠 人民币 9.50 4.655% 

合计 人民币 204.0817 100% 

以上内容以最终的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二）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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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交易标的总资

产账面价值为 3,798,786.96 元，负债总额为 489,656.18 元，净资

产为 3,309,130.78 元（数据未经审计）。本次交易价格为公司综合

考虑了交易标的总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后与对手方协商而定。双方在

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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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天津豆盟持有 0%的股

权，孙海智持有 85.79%的股权，天津豆盟不再是标的公司的控股股

东，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 204 万元出售其持有的奇异鸟即标的公司51%的股权。

天津豆盟目前持有奇异鸟 51%股权，出资额为 104.0817万元人民币，

全部为实缴。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天津豆盟将持有的奇异鸟的

全部股权以人民币 204万元转让给股东孙海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天津豆盟将不再持有奇异鸟的股份。 

协议生效条件：股权转让协议以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双方协议协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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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确定。 

（三） 时间安排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双方协商确定,过户时间为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之日。 

五、 本次出售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对公司的经

营不存在影响。在本次出售资产完成后，豆盟科技合并范围将减少。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转让协议 

2. 天津豆盟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豆盟(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