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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创(北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收购报告书 指 《福建金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金科信息、公众公司 指 福建金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创科技 指 和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海和创基金 指 扬州富海和创企业服务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百树成林 指 北京百树成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富海和创基金、百树成林 

收购人 指 和创科技及一致行动人富海和创基金、百树成林 

九泰基金 指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九泰基金新三板1号计划 指 九泰基金——新三板分级1号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收购 指 

2018年6月，和创科技与九泰基金签订《股份转让协

议》，收购九泰基金持有的金科信息股份101,000股，

同时通过表决权委托取得公司控制权。 

财务顾问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5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一

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及数据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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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序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第5号准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太平洋证券接受收购人的委托，

担任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对本次收购行为及相关披露文件的内容进行核查并出具

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精神，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在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收购行为的基础

上，就本次收购行为及相关披露文件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广大投资者及有关

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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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财务顾问承诺与声明 

一、财务顾问承诺 

（一）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收购人披露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本财务顾问已对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的披露文件进行核查，确信披露文

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三）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收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机构的

规定，有充分理由确信收购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四）本财务顾问在担任收购人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

执行内部防火墙制度，未泄露与收购相关的、尚未披露的信息。 

二、财务顾问声明 

（一）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

责任。 

（二）本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所有当事方无任何利益关系，发表意见独立。 

（三）本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由收购人提供，收购人已

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出具本报告书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均真实、完整、准确，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四）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

的工作程序，旨在就收购报告书相关内容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内容仅限收购报告

书正文所列内容，除非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另有要求，并不对

与本次收购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发表意见。 

（五）政府有关部门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报告书内

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同时，本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不构成

对公众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书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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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七）本报告书仅供本次收购事宜报告作为附件使用。未经本财务顾问书面同

意，本报告书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也不得被任何第三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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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收购发表意见如下： 

一、收购人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对收购人编制收购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材料进行认真核查以及对收购

报告书所披露事实的查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收购人已

向本财务顾问出具关于所提供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承诺为本财务顾问出

具财务顾问报告提供的一切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和安排，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第5号

准则》等法律、法规对公众公司收购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要求。 

二、本次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收购报告书》中对收购目的进行了描述： 

“本次收购的目的是为了整合和创科技与金科信息双方优势资源，共同开拓

“SaaS+金融”的广阔业务领域。 

和创科技是一家基于SaaS模式提供企业级服务的公司，在SaaS领域积累了丰

富的产品经验和技术实力。金科信息是一家优秀的信息运营及服务提供商，在金

融信息服务领域积累了20多年的服务经验，具有深厚的技术基础、行业经验和广

泛的客户资源。 

通过本次收购，和创科技与金科信息将进行深度战略与业务层面合作，和创

科技提供和输出SaaS领域的产品经验和技术优势，与金科信息在金融信息领域的

行业经验、客户资源相结合，从而达到共同开拓“SaaS+金融”的广阔业务领域的

目的。最终通过以上合作模式，实现和创科技与金科信息在产品、技术和品牌等

方面的共同提升，实现更大的资本价值和股东回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的收购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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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 

三、收购人的主体资格、收购实力、管理能力、履约能力及诚信记录 

（一）收购人提供了本次收购信息披露所要求的必备证明文件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收购人提交收购报告书涉及

的内容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提供的必备证明文件进行了审

阅及必要核查。本财务顾问履行上述程序后认为，收购人已经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第5号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交了必

备的证明文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二）对收购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核查 

本次收购由和创科技收购九泰基金持有的金科信息股份101,000股。 

和创科技与百树成林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规定，

双方就金科信息事项在决策上保持一致，在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

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

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出现意见不一致

时，以和创科技意见为准。 

和创科技与富海和创基金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

规定，双方就金科信息事项在决策上保持一致，在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

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

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出现意见

不一致时，以和创科技意见为准。 

根据以上协议，百树成林、富海和创基金为和创科技一致行动人，故亦为本

次收购之收购人。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和创科技 

和创科技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根据其公开披露的信息

及其《营业执照》，和创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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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和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1,575.0081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11,575.0081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学臣 

成立日期 2009年1月9日 

挂牌日期 2015年11月13日 

证券简称 和创科技 

证券代码 834218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1086843631861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号（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1-2号）

B栋7层714室 

所属行业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版），公司所处行

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I65”；根据《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和代码表》（GB/T 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I6520”；根据《挂牌公司管

理型行业分类指引》、《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属于管理型“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行业代码为“I6520”，属于投资

型“信息科技咨询和系统集成服务”，行业代码“17101110”。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基础软件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销售自主研发后的产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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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和创科技于2018年5月23日在股转系统网站(http://www.neeq.com.cn/)发布《关

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载明和创科技定向发行总额为2,794,276

股。该次定向发行后，和创科技的注册资本由11,295.5805万元变更为11,575.0081万元，

和创科技目前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百树成林 

百树成林与和创科技为一致行动人，百树成林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百树成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出资额 3,100.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2,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奎、北京新创百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胡奎为代表） 

成立日期 2015年6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1083484636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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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1号4幢1-11东半部715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资、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

间为2017年06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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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富海和创基金 

富海和创基金与和创科技为一致行动人，富海和创基金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扬州富海和创企业服务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出资额 21,875.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8,687.5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富海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顾永喆） 

成立日期 2017年9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1011MA1QFCP49Y 

注册地址 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扬子江北路471号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业务；资产管理服务；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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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收购人最近2年不存在曾受到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有关）、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

情况。 

收购人已出具《承诺函》，确认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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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三）对收购人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的核查 

本次收购将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证券转让、收购人支付转让价

款和交易双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方式完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证券转

让全部为协议转让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为和创科技将通过现金方式收购九泰基金（通过其旗下九泰基

金新三板1号计划）持有的金科信息101,000股股份，占金科信息总股本的0.19%。

转让价格为6.22元/股，交易总金额为628,220.00元人民币。  

本次收购之前，和创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合计持有金科信息21,768,000股

股份，占其总股本的40.86%，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11月，和创科技与公众公司16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和创科技及一致行动人百树成林、富海和创基金以6.22元/股的价格，受

让该公众公司16名股东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合计14,518,000股，交易总额

90,301,960.00元，支付方式为货币资金，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上述股权

转让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割完毕。 

（2）2017年9月，和创科技与公众公司股东何志毅、何志坚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协议约定和创科技及一致行动人百树成林、富海和创基金以6.22元/股的

价格，受让何志毅、何志坚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合计7,250,000股，交易总额

45,095,000.00元，支付方式为货币资金，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上述股权

转让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割完毕。 

本次收购及本次收购前的两次协议转让所需资金均由收购人以自有资金支

付，收购人具有履行相关付款义务的能力，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收购的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众公司或

公众公司关联方的情形，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本次收购的经济实力，具备履行收购

人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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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收购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公众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本报告出具前，本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机构已对收购人进行了相关辅导，主

要内容为相关法律法规、公众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收购人通

过接受辅导熟悉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了解了其应承担

的义务和责任。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基本具备规范化运作公众公司的管理能力；同时， 

财务顾问也将承担起持续督导的责任，督促收购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依法行使相关权利，切实履行承诺或者相关约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和其他

法定义务。 

（五）对是否需要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能力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除已按要求披露的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需承担其他

附加义务的情况。 

（六）对收购人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核查 

通过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等网站进行搜索及查询。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主体资格，具

备履行收购人义务的能力，具备规范运作公众公司的管理能力，收购人及其相关

主体不存在不良记录，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的情况 

本报告出具前，本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机构已对收购人进行了相关辅导，主

要内容为相关法律法规、公众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收购人通

过接受辅导熟悉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了解了其应承担

的义务和责任。同时，财务顾问也将承担起持续督导的责任，督促收购人遵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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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依法行使相关权利，切实履行承诺或者相关约定，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和其他法定义务。 

五、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的方式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和创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苏州图搜众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670,941 22.1779  

2 刘学臣 20,445,572 17.6635  

3 亚东北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927,430 16.3520  

4 
扬州市富海永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75,714 4.6442  

5 
珠海富海铧创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4,425,468 3.8233  

6 
武汉光谷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710,606 3.2057  

7 胡奎 2,815,504 2.4324  

8 
北京新创百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创共赢

优选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496,276 2.1566  

9 天津鼎橙智子投资有限公司 2,368,324 2.0461  

10 北京华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80,465 1.9702  

11 牛其建 2,194,750 1.8961  

12 
北京正和磁系互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000 1.7279  

13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 1.7279  

14 
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富海利得新三板定

增基金 
1,841,620 1.5910  

15 陈伟 1,728,585 1.4934  

16 上海上古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696,206 1.4654  

17 张璋 1,520,312 1.3134  

18 雷军 1,363,038 1.1776  

19 
苏州图搜众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92,262 1.1164  

20 
苏州图搜成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02,228 0.9522  

21 陈发树 1,004,973 0.8682  

22 林广茂 1,000,000 0.8639  

23 上海占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占星-启宸2号 920,811 0.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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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三板投资基金 

24 北京盛景嘉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0,153 0.6567  

25 上海未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36,649 0.6364  

26 上海富海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10,000 0.6134  

27 湖南湘江昆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00 0.6048  

28 王犀 520,374 0.4496  

29 北京百树成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12,163 0.4425  

30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渤海天

嗣股权投资基金 
478,821 0.4137  

31 徐臻峰 476,716 0.4118  

32 刘钦赫 413,000 0.3568  

33 
上海泾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泾溪佳盈新三板1号基金 
368,324 0.3182  

34 
扬州平衡宜创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 
368,324 0.3182  

35 崔红建 276,243 0.2387  

36 邵逸群 276,243 0.2387  

37 
瑞元资本-广发证券-瑞元千合木槿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84,163 0.1591  

38 天津飞猪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163 0.1591  

39 赵乾明 184,163 0.1591  

40 新余万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000 0.1434  

41 刘崇九 110,497 0.0955  

42 
北京知点投资有限公司－知点新三板成长

一号 
85,000 0.0734  

43 深圳市华铭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6,000 0.0311  

44 常青 4,000 0.0035  

45 钱祥丰 3,000 0.0026  

46 周鹏里 3,000 0.0026  

47 梁锐锋 2,000 0.0017  

48 北京睿联新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0009  

49 郝黎明 1,000 0.0009  

50 华磊坤 1,000 0.0009  

51 金素玉 1,000 0.0009  

52 景百永 1,000 0.0009  

53 李凤朝 1,000 0.0009  

54 李茫 1,000 0.0009  

55 孙飞 1,000 0.0009  

56 张根兴 1,000 0.0009  

57 朱巍峰 1,000 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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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合计  115,750,081 100.0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百树成林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新创百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3.23 

2 张弛 1,000 32.26 

3 胡奎 500 16.13 

4 刘学臣 500 16.13 

5 黄芳 1,000 32.26 

合计 3,100 10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富海和创基金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富海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0.23 

2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2.86 

3 
贵州安顺安投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5,000 22.86 

4 扬州产权综合服务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4,375 20.00 

5 张弛 4,000 18.29 

6 黄苏东 2,000 9.14 

7 沈烨 500 2.29 

8 陈涛 500 2.29 

9 苏州富海永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 2.06 

合计 21,875 100.00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的方式 

1、和创科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刘学臣直接持有的和创科技的股权为17.66%，由刘学臣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苏州图搜众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图搜

众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图搜成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和创科技的股份分别为22.18%、1.12%、0.95%，以上由刘学臣拥有表

决权的股权合计占和创科技全部股权的41.91%，刘学臣能够对和创科技股东大会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和创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刘学臣。刘学臣

通过其控制的41.91%收购人表决权对和创科技日常事务实施重大影响来支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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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科技。 

和创科技控制关系图示如下： 

和创科技

刘学臣

其他股东 图搜众成

22.18%

执行事务
合伙人

17.66%58.09%

图搜众智 图搜成城

1.12% 0.95%

执行事务
合伙人

执行事务
合伙人

 

2、百树成林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北京新创百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百树成林执行事务合

伙人，胡奎持有北京新创百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能够对百树成林业务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百树成林的实际控

制人为胡奎。胡奎通过其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支配北京新创百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决策，来支配百树成林。 

百树成林控制关系图示如下： 

黄芳

百树成林

胡奎

刘学臣张驰

北京新创百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23%

40%

16.13% 16.13% 32.26%32.26%
执行事务
合伙人

执行事务
合伙人

 

3、富海和创基金股权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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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海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富海和创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富海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股

100%），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陈玮为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36.44%股份，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陈玮

持有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3.92%的股份。陈玮能够通过深圳市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富海和创基金业务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富海和创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陈玮。 

富海和创基金控制关系图示如下： 

张驰

富海和创基金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产权综合服务
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安顺安投产业发
展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上海富海万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0.23%

100%

22.86%20.00% 18.29%22.86%

黄苏东
苏州富海永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06%

沈烨 陈涛

9.14% 2.29% 2.29%

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玮

其他股东

13.92%36.44%

执行事务合
伙人

49.64%

执行事务
合伙人

 

六、收购人的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 

本次收购中收购人以货币资金方式支付收购价款，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

款。收购人的收购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资金，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被收购公司资源获

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中收购人以货币资金方式支付收购价款，

收购人的收购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收购人的收购资金来源合法。 

七、收购人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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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不涉国家产业政策、 行业准入、 国有股份转

让、外商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和创科技于2018年6月1

日召开董事会，根据董事会决议，同意进行本次收购。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收购尚需和创科技股东大会批准，相关文件应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告

及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2、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已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八、收购过渡期内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作出的安排 

为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在收购过渡期间内，收购人没有对金科信息资产、

业务、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财务顾问认为：上述安排有利于保持公众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稳定，有利于

维护公众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收购人提出的后续计划及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影响 

对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本财务顾问经过核查后认为：收购人对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不会对公众公司及其他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 

十、收购标的的权利限制情况及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收购的金科信息股份除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2.8条规定的“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

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

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

一年和两年”和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按照本办

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

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予以锁定外，不存在

其他权利限制。 

此外，收购人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的金科信息股份，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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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上述股份在本公司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

以及本公司与一致行动人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的限制。” 

本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收购人未在收购标的上设定其他权利，未在收购

价款之外作出其他补偿安排。 

十一、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就其未来任职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经核查，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 

经核查，收购人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在严格遵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前提下，适时调整被收购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二、公众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金科信息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十三、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签署的《收购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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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收购管理

办法》、《第5号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收购人的

主体资格、市场诚信状况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收购人具有履行相

关承诺的实力，其对本次交易承诺得到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公众公司、中小股东

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可以得到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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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创（北京）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签字盖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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