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2016-010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从向上云战略到向下 O2O 战略、在精准化传播到互动化营销的基础上、七喜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开启移动互联时代的全新航程,开创
人与信息、服务、金融对接的生态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求众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求众”
）拟对上海数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禾
科技”）进行投资额总计为 1 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投资，其中：上海求众拟以 1,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数禾科技现股东王健瑾所持有的数禾科技 40%的股权及其相应
的全部附属权利和利益；拟以 9,000 万元人民币对数禾科技进行增资（其中超过
注册资本部分 8,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股权溢价计入数禾科技资本公积）。上述交
易完成后，上海求众将持有数禾科技 70%的股权。
公司与转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交易事项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故无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一
王健瑾女士，身份证号码为：420106********4429，现持有数禾科技 73%的
股权。经问询，王健瑾女士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交易对手二
徐志刚先生，身份证号码：420106********0815，现持有数禾科技 27%的股
权。经问询，徐志刚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对手三
1、交易对方名称：上海数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数商资产”
）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955 号 10 幢 131-13 室
4、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19 日
5、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志刚
6、营业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实业投资，金融信息服务
（除金融业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
资咨询，知识产权代理，计算机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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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数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数禾科技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实体，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数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5 年 8 月 3 日
3、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科路 2889 弄 3 号 10 层 1104
室
4、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从事信息科技、互联网及计算机软件技术领域的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财务咨询、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信

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计算机软件的销售，广告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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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7、股东及认缴出资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徐志刚

270 万

27%

货币

2

王健瑾

730 万

73%

货币

1000 万

100%

-

合计

8、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526,154.41

5,526,154.41

负债总额

1,000,126.14

1,000,126.14

-

-

4,526,028.27

4,526,028.27

应收账款项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15 年度

2015 年 10 月-12 月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5,473,971.73

-4,119,772.93

净利润

-5,473,971.73

-4,119,772.93

9、主要产品及未来发展方向
数禾科技致力于借助移动互联及大数据技术，为白领阶层提供智能、高效、
差异化的财富管理服务。主要产品如下：
（1）
“拿铁财经”微信公众号已在 2015 年 11 月正式对外推出。为订阅用户
提供精选、综合的财经资讯，供用户快速、有效的获悉各类财经要闻。
（2）
“拿铁财经”APP。移动互联平台产品，面向都市白领提供资讯聚合推
荐、理财规划咨询、金融产品筛选等服务。首个版本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在 Apple
store、2016 年 1 月在各大安卓市场发布，上线了财经资讯聚合和精准推荐服务。
后续将陆续上线理财规划咨询、金融产品筛选等服务。
数禾科技预计在未来 1-2 个月内，还将陆续推出“还呗”公众微信号、“还
呗”APP 信用卡还款解决方案。面向白领用户提供低成本的信用卡还款解决方案。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份转让的数量及股份转让价格
上海求众以 1,0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数禾科技现股东王健瑾所持有的数禾科
技 40%的股权及其相应的全部附属权利和利益。交易完成后，上海求众将持有数
禾科技 40%的股权。
2、增资的数量及方式
上海求众以 9,000 万元人民币对数禾科技进行增资，其中超过注册资本部分
8,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股权溢价计入数禾科技资本公积。上述增资完成后，上海
求众将持有数禾科技 70%的股权。
3、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事项所需要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
4、生效条件
王健瑾与徐志刚应分别或共同与数商资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其各自
拥有数禾科技的 27%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270 万元）转让给数商资产；王
健瑾、徐志刚以及数商资产应促使前段股权转让于本交易交割之前或与之同时进
行交割。
5、交易前后数禾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1）交易前数禾科技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徐志刚

270 万

27%

货币

2

王健瑾

730 万

73%

货币

1000 万

100%

-

合计

（2）交易完成后数禾科技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求众

1400 万

70%

货币

2

数商资产

540 万

27%

货币

3

王健瑾

60 万

3%

货币

2000 万

100%

-

合计

6、交易的定价依据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数禾科技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526,154.41 元，总

负债账面价值为 1,000,126.14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526,028.27 元（因目标
公司成立时间较短，相关财务数据未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结合数禾科技目前产品的开发能力及未来业务发展潜力，考虑数禾科技前期
软件开发阶段在研发上投入的沉没成本，借鉴同行业估值平均水平，经过双方友
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公司为国内领先的 LBS 媒体平台，此次交易完成后，数禾科技将成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而数禾科技主要产品“拿铁财经 APP”的目标客户群体与公司现有
渠道覆盖人群高度匹配，可以填补公司手机 APP 的产品空白，将既有广告客户的
服务渠道延伸到移动端，强化公司在移动端的整体布局，巩固市场优势；有助于
公司将渠道流量转化为交易属性较强的平台用户，提升流量转化效率；有助于公
司深化生活圈垂直服务的提供，为后续创造 C 端用户盈利模式、实现用户交易转
化奠定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公司获得更丰富、更精准的 C 端用户行为数据，为提
升精准营销提供支持。
“拿铁财经 APP”是公司布局人与金融的组成部份，将致力给白领打造一站
式理财资讯，有助于公司把目标高收入人群覆盖从线下拉到线上、从而加长在公
司屏幕群里的停留时间、丰富公司的广告资源给广告客户带来更精准效果。此次
交易也将为公司构造金融分销渠道打下基础。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本次交易所需资金为公
司自有资金，鉴于目前公司经营管理和资产负债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
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移动互联网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企业
的竞争浪潮愈发汹涌，面临着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数禾科技未来发展的互联网
金融业务目前还处于成长期，运营模式尚未完全定型，不排除未来行政主管部门
出台更具体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公司会紧盯行业竞争情况及政策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业务发展方向，在合法
合规的范围内开展经营。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交易事项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大额
现金流出现象。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