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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⒛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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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⒛ 18年 2月 8日 上午 ⒐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8923号 C栋 们7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俞丰伟先生

6.召 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说明 ;

⒛18年 1月 19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⒛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

于 ⒛18年 1月 23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刊登了 《⒛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

201卜00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BO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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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⒛ ,陇 7,OG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81%。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

求,公司董事会拟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审计机构。

2、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⒛,gz7,OG9股 ,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0;弃

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0。

3、 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需要回避表决。

(二 )审议通过 《减少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人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1、 议案内容

将公司章程第九十七条:“ 董事会由 7名 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

事长 1人、副董事长 ⒈2人。
”
改为:“ 董事会由5名 董事组成。董事

会设董事长 1人。”

2、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8,呢7,OG9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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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0。

3、 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需要回避表决。

(三 )审议通过 《关于将行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无形资

产作价注入到上海勘杰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鉴于上海勘杰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勘杰

”),是行悦信息子

公司 10O0/0控 股的子公司,公司工商登记显示注册资本为认缴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收购以后因行悦信息资金链断裂,无法正常经营故没有

现金注入。股东嘉兴智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嘉兴智库

”
)

提议将行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无形资产作价注入到勘杰。

董事会根据上述议案,为 保证行悦信息股东利益,将评估的无形

资产以不低于账面资产作价注入到勘杰。聘请上海沪南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沪南公司

”)对部分无形资产 (行悦酒店智能

电视云平台系统,简称 :“ 智能电视中枢后台-Ⅴ 1.0” 等包括但不限专

利或软件著作权,详见备查文件)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⒛17年

12月 31日 。 沪南公司⒛18年 1月 28日 出具 《行悦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对外投资涉及的无形资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报告编号 :

沪南评报字 (⒛ 18)第 OO∞ 号。根据报告显示前述无形资产评估得

值 4,” 3,300.00元 ,详见备查文件。

截止到⒛17年 12月 31日 ,公司全部无形资产账面金额合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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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0,483.99元 ,其 中本次评估后拟投入至勘杰的无形资产有行悦

酒店智能电视云平台系统 (简称:“智能电视中枢后台-Ⅴ 1.0”)等包

括但不限专利或软件著作权,详见备查文件 ,账面价值合计为

2,狃9,999.60元 ;未参加评估的无形资产为软件系统开发服务费 (外

购 )、 统计分析管理软件、ERP软件和 OSS软件,账面金额分别为

3,866,666。 47元 、67,OS3.33元 、261,734.56元 和 1,125,000.03元 ,

合计为 5,320,鲳4.39元。本次评估所涉及的无形资产评估值为

4,223,300.00元 ,已 高于其账面价值,公司以该无形资产的评估价

值对外投资。

根据评估报告中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为 4,” 3,3O0。 0O元 (专利和

软件著作权等),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表 (⒛ 16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⒛ 17钊34)期 末净资产额为

3佣 ,2翎 ,551.94元 ,资产总额为 529,狃8,772.63元 ,该无形资产评

估价值占期末净资产额 1。 ⒛%,该无形资产评估价值占资产总额

0.800/0,该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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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定:待正在办理的行悦子公司收购勘杰 1000/0股 权以后 ,

本次决议通过的无形资产方可注入到勘杰公司。若注入到勘杰后,勘

杰的注册资金由原来的
"0万

增加到 9,”3,300元 ,股东分别为行悦



公 告 编 号 :⒛ 18ClOg

信息的子公司 (持 5,000,000元股权,占 比 54%),行悦信息 (持

茌,223,300元股权,占 比 45%)。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⒛ ,羽7,Os9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

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 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需要回避表决。

四、各查文件目录

《行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O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行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投资涉及的无形资产市场价

值评估报告》,报告编号:沪南评报字 (⒛ 18)第 00∞ 号

行悦信

了羞
⒛ 18年 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