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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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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韩炳新出售其持

有的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开合精艺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及开阖精

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883.00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编号为

“上会师报字〔2021〕第 4578 号”《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品时柏合并资产报表的总资产为 16,430,488.04 元、净

资产为 6,895,859.52 元。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编号为

“上会师报字〔2021〕第 4620 号”《开合精艺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开合总资产为 869,694.63 元、净资产为-75,029.74

元。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编号为

“上会师报字〔2021〕第 4619 号”《开阖精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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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开阖总资产为 8,928.79 元、净资产为 8,028.79 元。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开合文化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

总额为 23,818,871.28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6,563,255.86 元。 

综上，公司本次出售其所持有的品时柏公司 100%股权、北京开合公司 100%

股权、上海开阖公司 100%股权导致公司丧失对品时柏、北京开合、上海开阖的

控股权，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合计为 17,309,111.46 元、资产净额合计为

6,828,858.57 元，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开合文化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72.67%，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开合文化 2020 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104.05%，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相对方韩炳新系过去

十二个月内直接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系品时柏的执行董事兼法

定代表人，系北京开合的经理、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系上海开阖的总经理、

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因此，韩炳新系公司之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关联交易事项不涉及需回

避表决董事，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本次交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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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交易相对方韩炳新签字； 

2.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审查无异议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自然人 

姓名：韩炳新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关联关系：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韩炳新

系过去十二个月内直接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系品时柏的执

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系北京开合的经理、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系上海

开阖的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因此，韩炳新系公司之关联自然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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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石美甘元工业路 2 号 1 号楼 101 室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标的公司名称：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11KMP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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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韩炳新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石美甘元工业路 2 号 1 号楼 10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865 万元 

成立时间：2017 年 11 月 20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设计、研发、加工、销售：木制工艺品、展示道具、珠宝盒、自

动表上弦器具、礼品盒、纸制品、橡塑制品、工艺美术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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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标的名称：开合精艺商业（北京）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02 号 8015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标的公司名称：开合精艺商业（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844679658 

法定代表人：韩炳新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02 号 8015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1 年 10 月 09 日 

营业期限：至 2031 年 10 月 08 日 

经营范围：销售珠宝首饰、工艺品、日用品、仪器仪表、文具用品、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钟表、家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产品设计；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策划；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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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交易标的名称：开阖精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公告编号：2021-031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376 号 319 室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标的公司名称：开阖精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312378862R 

法定代表人：韩炳新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376 号 319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 万元 

成立时间：2014 年 09 月 04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工艺礼品、家居用品、保险箱（柜）、装饰用品及各类包装盒的

设计、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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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抵押、查封、冻结、

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编号为

“上会师报字〔2021〕第 4578 号”《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品时柏合并资产报表的总资产为 16,430,488.04 元、净

资产为 6,895,859.52 元。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编号为

“上会师报字〔2021〕第 4620 号”《开合精艺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开合总资产为 869,694.63 元、净资产为-75,029.74

元。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编号为

“上会师报字〔2021〕第 4619 号”《开阖精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开阖总资产为 8,928.79 元、净资产为 8,028.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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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开合文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报告文号：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03 号），品时柏于评

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总额为 989.77 万元，经综合

分析，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882.23

万元。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开合文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开合精艺商业（北京）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资产评估报告》（报告文号：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05 号），北京开合于评

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总额为-7.50 万元，北京开合

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0.00 万元。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开合文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开阖精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资产评估报告》（报告文号：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04 号），上海开阖于评

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总额为 0.80 万元，上海开阖

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0.80 万元。 

 

（四）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 

标的公司全部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享有或承担，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的情

形。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品时柏公司 100%、北京开合公司

100%及上海开阖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价格参考了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

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股权所涉及的东莞市品时柏展示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开合精艺商业（北京）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及《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

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开阖精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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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经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进行详细讨论，并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的情

况，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了品时柏 100%、北京开合 100%及上海开阖 100%的

股权出售价格分别为人民币 882.20 万元、0.00 万元、0.80 万元，合计为人民币

883.00 万元。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韩炳新出售其持有的东莞市品时柏展

示包装有限公司、开合精艺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及开阖精艺商贸（上海）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883.00 万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和资源配 

置，更好地发展公司业务，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 

 

广东开合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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