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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伊铭萱婚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参股公司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出资参股江西禧之诺婚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禧之

诺”），注册地为南昌，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 元。禧之诺拟新增

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5,000,000.00 元，本公司本次拟认购禧之诺新增注册资本的

总价款（即本次增资价款人民币 6,000,000.00 元），其中人民币 2,000,000.00 元

用于支付禧之诺新增注册资本，占增资完成后禧之诺注册资本的 40.00%，剩

余人民币 4,000,000.00 元计入禧之诺的资本公积。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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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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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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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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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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

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

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

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

价值为准。……（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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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

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

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

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对

外增资》的议案，决议出资参股成都沃艾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艾

妮）18.00%股权，出资金额为 1,000.00 万元，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关于公

司对外投资参股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公司在本次收购前 12 个

月内除参股沃艾妮 18.00%的股权及本次收购笙磬园 100.00%股权的事项外，再

无其他同类资产收购情形。 

公司对沃艾妮的参股并未取得其控制权，故对应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均按

1,000.00 万元计算。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8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决议出资收购笙磬园婚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笙磬园”）

股东王余荣、股东陈晨合计持有的笙磬园 100.00%股权，收购价格 1,200 万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笙磬园婚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5183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笙磬园

总资产为 1,221.73 万元，净资产为 1,025.53 万元，本次收购的成交金额为 1,200.00 

万元。经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2018）

第 2-0558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笙磬园资产总额账面值

评估值 1,221.88 万元；所有者权益评估值 1,025.68 万元。故本次收购的总资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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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购方的总资产 1,221. 88 万元计算，净资产按成交金额 1,200.00 万元计算。  

公司对禧之诺的参股并未取得其控制权，故对应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均按

600.00 万元计算。 

综上，12 个月内累计的同类交易资产总额按 2,821.88 万元计算，净资产额

按照 2,800.00 万元计算。公司 2017 年经审计的合并资产总额为 14,296.47 万元，

合并净资产额为 8,754.66 万元。本次交易及 12 个月内同类交易累计资产净额占

公司 2017 年合并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31.98%；本次交易及 12 个月内累计同类交

易资产总额占公司 2017 年合并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9.74%。  

因此，公司 12 个月内累计收购同类资产的资产净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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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例未达到 50%以上，且资产总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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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的比例未

达到 30%以上，故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

案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本次向参股公司增资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但需要参股公司在当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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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西禧之诺婚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南大道 2888 号绿湖豪城酒店 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张立强 

主营业务：婚庆服务；摄影摄像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展服务；婚纱礼

服租赁、销售；婚庆用品、礼品、摄影摄像器材、母婴用品销售；教育信息咨

询服务；品牌营销策划；商业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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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3,000,000.00 

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张立强 人民币 2,970,000.00 99.00% 

张立锋 人民币 30,000.00 1.00%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对现有公司增资 

1、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原募

集资金用途为开设新店，公司拟变更其中人民币 6,000,000.00 元用于本次对外

投资。2018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增资情况说明 

本次增资后，合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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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强 2,970,000.00 59.40% 

张立锋 30,000.00 0.60% 

上海伊铭萱婚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40.00% 

合计 5,000,000.00 100.00% 

 

 

四、 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定价的依据为通过对南昌及周边市场的评估，并结合该加盟店的

战略地位，经双方协商定价。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通过对南昌及周边市场的评估，考虑到该店符合公司战略布局的规划，公

司拟变更 6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投资禧之诺，认购禧之诺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 万元，取得禧之诺增资后 40.00%的股权。 

 

（二）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从公司业务角度出发作出的慎重决定，但由于是参股公司，可

能会因投资公司经营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效益，还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

风险。公司将加强建立双方协作机制，建立完善的投资管控机制，以不断适应

业务需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应对上述风险。 

 

（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 

 

 

六、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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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上海伊铭萱婚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