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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646        证券简称：讯众股份        主办券商：南京证券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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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收购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交易总

金额 600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拟收购资产的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说明如下：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

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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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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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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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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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

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3,056,096.07

元, 净资产为 76,132,982.72元。拟收购的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各 51%股权，支付款项为 6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5.82%，

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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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例不超过 7.88%。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了《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营口华利达兴

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收购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股

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经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后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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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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辉 

刘辉，女，中国籍，身份证号 650105197610170729， 北京市海

淀区圆明园西路一号 14 号楼 205，北京吉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总监。 

（2）谢平 

 谢平，男，中国籍，身份证号 130824198411163550，河北省承

德市滦平县金色阳光小区百合园 D12-404，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3）刘艳芳 

 刘艳芳，女，中国籍，身份证号 211381198811062629，辽宁省

朝阳市北票市南山街地税高层，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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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 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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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类别：公司股权 

3、交易标的所在地：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亚欧路 28号琪瑞大

厦一楼 2号厅-693 

4、交易标的其他信息： 

法定代表人：刘辉 

成立日期：2017年 11月 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7Q4QUX1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科技信息交流、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管理、会

计、法律、税务、鉴证、审计咨询与服务、企业信息技术外包及咨询、

互联网技术与开发、转让、推广、咨询服务、软件开发生产及咨询、

业务流程外包、贸易咨询；文献信息检索、信息安全产品开发生产；

数字音乐、手机媒体、动漫游戏数字内容产品的系统开发；市场调研，

数据服务。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2月 25日

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18）第 110002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截至 2017

年 3 月 13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1,921,021.88 元，负债总计

1,306,792.46 元，净资产总计 614,229.42 元，营业收入总计 

1,886,792.45元，净利润 614,229.42 元。 

根据北京东方燕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3月 21日出具

的东方燕都评字【2018】第 0401 号《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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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评估报告》，标的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219.00万元。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目前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备注 

刘辉 850 85%  

谢平 100 10%  

刘艳芳 50 5%  
 

(二)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为 3名自然人，分别为刘

辉、谢平和刘艳芳，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讯众股份分别收购刘辉

41%股权、谢平 7.5%股权和刘艳芳 2.5%股权，转让后讯众股份持股

51%，其他三名自然人持股 49%，其中刘辉持股 44%、谢平持股 2.5%

和刘艳芳持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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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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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讯众股份名下后 5个工作日内，讯众

股份向刘辉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贰佰捌拾贰万

叁仟伍佰叁拾元整【即：人民币（小写）282.353 万元】，向谢平

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捌拾捌万贰仟叁佰伍拾叁

元整【即：人民币（小写）88.2353 万元】，向刘艳芳支付第一期



公告编号：2018-007 

 6 / 10 

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肆仟壹佰壹拾柒元整【即：

人民币（小写）29.4117万元】； 

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即：人民币（小写）

200.00万元】，在达成如下全部条件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刘辉： 

（1）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在讯众股份垫付目标公司全部

合理运营资金的前提下，目标公司 2018 年全年实现税后净利润人

民币 800万元。 

（2）目标公司未出现经营期间其他或有负债、纠纷、行政处

罚、劳动纠纷等遗留问题。 

（3）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跨地区）。 

（4）刘辉将其实际控制的北京电讯联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

销，且不再在除目标公司之外的其他第三方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或

类似的业务。 

双方另约定，若目标公司未完成上述 4项全年业绩承诺的，则

讯众股份无需再向刘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且刘辉应向讯众股份

无偿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9%的股权，最终使讯众股份对目标公

司的持股比例升至 70%，刘辉、谢平、刘艳芳合计持股比例降至 30%。 

若目标公司超额完成上述第一项约定的全年业绩承诺的，目标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可与董事会具体商议超额达成经营指标的奖励

方案。 

各方同意，若目标公司未完成上述 4项全年业绩承诺的，则讯

众股份无需再向刘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且刘辉应向讯众股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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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9%的股权，最终使讯众股份对目标公司

的持股比例升至 70%，刘辉合计持股比例降至 30%。约定的股权补

偿须在 2019 年 5 月 1 日以前完成实际的股权变更，在股权变更完

成之前，各方仍然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分配目标公司利润。 

双方约定竞业禁止条款 

未经讯众股份书面同意，刘辉自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年内不

得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目标公司同类或近似的营业；刘辉自

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与他人合伙、入股、联营

等。未经讯众股份书面同意，刘辉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三年内不得

到与目标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单位工作或为其提供咨询与服务。这

些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单位： 

（1）与目标公司营业范围有重合的企业； 

（2）已经成为与目标公司存在产品和服务竞争关系的企业； 

（3）将来可能成为与目标公司有产品和服务竞争关系的各类

企业； 

（4）与目标公司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生

产、制造、销售的企业； 

（5）其他与目标公司（可能）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 

刘辉若存在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即构成违约，须承担违约责

任，应在接到讯众股份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讯众股

份已经支付给其的股权转让款全部返还，并按照股权转让款的三倍

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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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2月 25日

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18）第 110002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截至 2017

年 3 月 13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1,921,021.88 元，负债总计

1,306,792.46 元，净资产总计 614,229.42 元，营业收入总计 

1,886,792.45元，净利润 614,229.42 元。 

根据北京东方燕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3月 21日出具

的东方燕都评字【2018】第 0401 号《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霍尔果斯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标的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219.00万元。 

本次交易，交易双方根据审计和评估结果，并综合考虑实际情况，，

经自愿协商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 600.00万元人民币。 

(三)时间安排 

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讯众股份名下后 5个工作日内，讯众股

份向刘辉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贰佰捌拾贰万叁仟

伍佰叁拾元整【即：人民币（小写）282.353 万元】，向谢平支付第

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捌拾捌万贰仟叁佰伍拾叁元整【即：

人民币（小写）88.2353 万元】，向刘艳芳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肆仟壹佰壹拾柒元整【即：人民币（小写）

29.4117万元】； 

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即：人民币（小写）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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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在达成如下全部条件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刘辉： 

（1）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在讯众股份垫付目标公司全部合

理运营资金的前提下，目标公司 2018 年全年实现税后净利润人民币

800万元。 

（2）目标公司未出现经营期间其他或有负债、纠纷、行政处罚、

劳动纠纷等遗留问题。 

（3）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跨地区）。 

（4）刘辉将其实际控制的北京电讯联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销，

且不再在除目标公司之外的其他第三方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或类似

的业务。 

双方另约定，若目标公司未完成上述 4项全年业绩承诺的，则讯

众股份无需再向刘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且刘辉应向讯众股份无偿

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9%的股权，最终使讯众股份对目标公司的持

股比例升至 70%，刘辉、谢平、刘艳芳合计持股比例降至 30%。 

若目标公司超额完成上述第一项约定的全年业绩承诺的，目标公

司经营管理团队可与董事会具体商议超额达成经营指标的奖励方案。 

各方同意，若目标公司未完成上述 4项全年业绩承诺的，则讯众

股份无需再向刘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且刘辉应向讯众股份无偿转

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9%的股权，最终使讯众股份对目标公司的持股

比例升至 70%，刘辉合计持股比例降至 30%。约定的股权补偿须在 2019

年 5月 1日以前完成实际的股权变更，在股权变更完成之前，各方仍

然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分配目标公司利润。 



公告编号：2018-007 

 10 / 10 

五、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8年的销售计划侧重于云呼叫中心 SAAS业务，其中呼

叫中心的坐席外包业务收入稳定，利润较高，如果自建呼叫中心，

除投入资金外，需要组建业务团队，培训员工，筹建期较长，影响

业务发展。目前被投公司执行中国移动集团在线服务公司的众包业

务服务及小部分在线教育业务外包服务、互联网企业客服业务外包

服务，收入稳定、团队成熟，收购后，不仅可以增加公司营收，对

培养讯众股份外呼营销团队也有益处。同时，通过被投公司现有资

源，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为保险行业客户、教育行业客户、旅

游行业客户、互金等行业客户提供大数据获客、大数据营销一条龙

的服务链。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 

2、《霍尔果斯众达信息股权转让合同》。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