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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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逗科技”）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2017年 12月 19日 

交易标的：云流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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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

逗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后，北京太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云流量 51%的

股份，转让价格为 102万元。 

交易价格：1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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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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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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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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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流量（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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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9,357.37 元 , 期 末 净 资 产 额 为 

1,136,946.50 元。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为 

21,479,918.59 元 , 净资产为 2,386,5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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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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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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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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于 2017年 12月 7日公告的《出售资产的公告》（编号

2017-038），公司出售其子公北京奇异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

异鸟”）51%的股份。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奇异鸟的资产总额

为 3,798,786.96 元，净资产为 3,309,130.78 元（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 12个月内五次出售公司资产总额累计 31,285,480.58

元，占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末总资产的 25.26%，累计净资产总额

为 9,918,795.87 元，占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末净资产的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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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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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转让下属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出售，董事会决议生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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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北京太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

静安里 26 号楼 4 层 401 内 4228,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静安

里 26 号楼 4 层 401 内 4228,法定代表人为张雁,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营业执照号为 91110105MA0049PF5G，主营业务为

技术推广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

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票务代理(不含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经营电

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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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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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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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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流量 51%股权 

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号楼 4层 401内 4228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云流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 月 29 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6MA003EN672，法定

代表人为张雁，注册资本为人名币 1,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怀

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1号 301室，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服务、咨询、

转让、推广；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票务代理（不含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

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交

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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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旭佳 人民币 11.50 11.5% 

张雁 人民币 27.5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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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全 人民币 10.00 10% 

天津豆盟广告

有限公司 

人民币 51.00 51% 

股权交易完成前，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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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旭佳 人民币 11.50 11.5% 

张雁 人民币 27.50 27.5 

赵辉全 人民币 10.00 10% 

北京太逗科技

有限公司 

人民币 51.00 51% 

以上内容以最终的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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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9,918.59元，负债总额为 19,093,325.25元，

净资产为 2,386,59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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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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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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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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万元出售其持有的云流量即标的公司51%的股权。

天津豆盟目前持有云流量 51%股权，出资额为 51.00万元人民币，全

部为实缴。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天津豆盟将持有的云流量的全

部股权以人民币 102万元转让给股东太逗科技，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天津豆盟将不再持有云流量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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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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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盟（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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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豆盟(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