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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093         证券简称：掌上通         主办券商：西部证券 

 

北京掌上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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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以增资扩股方式参与成都筑蜂巢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00,000.00 元及域名资源作价出资 50 万

元，其中 222,222.00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

资前，成都筑蜂巢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本次增资后，成都筑蜂巢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222,222.00元，其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重组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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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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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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52,915,445.45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41,511,107.41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为 26,457,722.72元, 期

末净资产额的 50%为 20,755,553.71元。 

另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重组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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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12个月内公司及公司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对同一或者相关资

产购买的资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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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告编

号 

投资主

体 
标的 交易对象 

金额

（万

元） 

股权占

比（非

控股） 

主营业

务 

证监会

行业分

类 

1 2017-014 掌上通 

海南天

明农业

环保科

技有限

公司股

权 

- 300 20% 
农业环

保 

C42 废弃

资源综

合利用

业 

2 2017-019 掌上通 

新动源

（北

京）汽

车科技

有限公

司 

- 0.756 25.2% 
汽修管 

理 

I65 软

件和信

息技术

服务业 

3 2017-018 掌上通 

创祀网

络科技

（上

海）股

份有限

公司股

权 

张婕 0.0001 2.93% 

新媒体 

技术开 

发 

I65 软

件和信

息技术

服务业 

4 本次投资 掌上通 

成都筑

蜂巢科

技有限

公司 

- 100 10% 
家装

SAAS 

I65 软

件和信

息技术

服务业 

根据上表，公司对上述投资企业均不形成控股或控制，本次

收购的资产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属

于“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个月内购买同一或者相

关资产的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19），公司与其他方共同发起设立参股公司新动源

（北京）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7,560.00 元，获得 25.2%的股权。 

2、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发布收购资产公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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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17-018），公司以 1 元价格购买张婕持有的创祀网络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新媒体技术开发）2.93%的股

权。 

3、本次，公司对成都筑蜂巢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000,000.00元，获得 10%股权。 

上述标的公司的行业均属于 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购买资产金额共计 1,007,561.00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90%、净资

产总额的 2.43%。除此之外，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及公司控股或

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其他资产事项均不属于 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与上述事项不属于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综上，本次交易事项预计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定，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和《重大投

资决策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投资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需在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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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无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及域名出资。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50 万元及域名资源

作价 50万元（www.f8.cn，无账面价值，双方确认按 50万元作价）。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筑蜂巢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段 888号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建材销售；网上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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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投资前目标公司各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邵灼 人民币 1,750,000.00 87.50% 

李彪 人民币 250,000.00 12.50% 

合计 人民币 2,000,000.00 100.00％ 

本次投资后各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如下： 

http://www.f8.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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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邵灼 人民币 1,750,000.00 78.75% 

李彪 人民币 250,000.00 11.25% 

北京掌上通网络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222,222.00 10.00% 

合计 人民币 2,222,222.00 100.00％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在于加强公司业务转型，扩大公司业务范

围，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优

势。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的慎重决策，参股公司运行过程中

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完善对外

投资管理，加强各环节的监管和风险防范，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出

现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参股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掌上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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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掌上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