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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的公告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收购方：深圳友宝科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友宝”） 

交易对方：陈宁 

交易标的：陈宁所持有的深圳友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

椰”）30%的股权。 

交易事项：深圳友宝购买陈宁所持有的友椰 30%的股权。 

交易价格：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且最高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4 月 30 日。 

根据友宝在线、友椰财务数据以及交易最高作价情况，相关财务

比例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友宝在线 

友椰 占比 

本次 
近 12 个月

累计 
本次 

 近 12 个

月累计 

 资产总额 266,145.13 9,000.00 9,000.00 3.38% 3.38%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03,560.91 9,000.00 9,000.00 8.69% 8.69% 

注：友宝在线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取自公司 2017 年经审计财务数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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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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

且不导致公司取得或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

金额为准；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均以交易价格核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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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收购友椰 30%股权的成交金额为 9,000 万元，且公司

在未收购友椰 30%股权前就已取得友椰的控制权（友椰设立时间 2017 年 6 月 8

日），本次交易并未导致友椰的控制权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12 个月内

友宝在线连续收购友椰 30%股权的成交金额为 9,000.00 万元（含本次），因此，

友椰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 12 个月内累计成交金额为准。 

由上表可以看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相关规定，本次购买股权的成交金额为 9,000 万

元，近 12 个月累计金额为 9,000 万元，近 12 个月累计金额占公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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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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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净额的比例为 8.69%，因此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故本次交易事项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友宝科斯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友椰科技有

限公司 30%股权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票 0 票，获

得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约定，本次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收购的交易对价尚待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之后确

定（最高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评估报告出具后，评估结果及

最终交易对价情况公司将会在后续的收购资产进展公告中进行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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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 陈宁，男，中国，住所为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桃园

路 6 号 9 号楼 1 单元 9 号，最近三年未在友宝在线及其控股子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二） 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

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陈宁所持有的友椰 30%的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 

3、交易标的所在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 9996 号

松日鼎盛大厦 1005 号 

4、交易标的其他信息： 

法定代表人：陈宁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K5AG6P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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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开发、销售；自动售货机

设备租赁与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广告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技术研究及相关技术咨询；预包装食

品的批发兼零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友椰的资产总额为 23,604,740.76 元，

负债总额为 2,853,753.62 元，净资产为 20,750,987.14 元，2017 年度

营业收入为 3,166,477.63 元，净利润为-249,012.86 元（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友椰的资产总额为 105,413,896.13 元，

负债总额为 50,779,645.93 元，净资产为 54,634,250.2 元，2018 年 1-4

月营业收入为 6,762,813.99 元，净利润为-2,911,570.17 元。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陈宁 30.00% 

赖航 11.00% 

刘毅 9.00% 

深圳友宝科斯科技有限公司 30.00% 

清河融汇（横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20% 

深圳市佰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80% 

合计 100.00%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赖航 11.00% 

刘毅 9.00% 

深圳友宝科斯科技有限公司 60.00% 

清河融汇（横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20% 

深圳市佰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80% 

合计 100.00% 

（二）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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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

移的其他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收购方：深圳友宝科斯科技有限公司 

被收购方：深圳友椰科技有限公司 30%股权  

成交金额：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且最高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含） 

支付方式：现金  

生效条件：协议经各方正式签署之后即对各方有约束力 

生效期限：自协议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支付时间：自友宝在线有权机构决议及收购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

日内支付首期预付款 4,500 万元，剩余款项待评估报告出具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如本次交易的 30%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不足 4500 万，

则交易对方陈宁于评估报告出具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退回已支

付的差额款项（差额款项=首期预付款-对应评估值）。 

（二）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依照交易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并经各方共同友好协商以

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且最高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含)。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4 月 30 日。经各方共

同友好协商，如收购股权的评估值高于 9,000 万元（含 9,000 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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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000 万元定价，如收购股权的评估值低于 9,000 万元，则以评估

值定价。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友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自助椰子机业

务,通过向消费者提供自助购买新鲜椰子并实现自动打孔、现买现喝

的快捷消费体验,让消费者轻松享受美味健康的农产品。该业务对友

宝整个商业生态链来讲,进一步丰富了产品,实现了消费场景的进一步

开拓,消费群体和需求得到进一步延伸,为实现集多种自助商品零售、

娱乐服务、广告等业务为一体的友宝综合体起到补充完善作用。基于

其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稳健的盈利模式,公司 2018 年计划利用现有的渠

道资源,集中发展自助椰子机业务,预计深圳友椰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844.25 万元，净利润 3,090.96 万元。本次交易

最高对价为人民币 9,000 万元。 

（三） 时间安排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过户时间为以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准。自友宝在线有权机构决议及收购协议签

署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预付款 4,500 万元，剩余款项待评估报告

出具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如本次交易的 30%股权对应的评估值

不足 4500 万，则交易对方陈宁于评估报告出具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无

条件退回已支付的差额款项（差额款项=首期预付款-对应评估值）。 

五、 本次收购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子公司深圳友宝持有友椰

60%的股权。从长期发展来看，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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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力的提升，对公司未来业绩提升将带来积极影响。评估报告出

具后，评估结果及最终交易对价情况公司将会在后续的收购资产进展

公告中进行及时披露。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