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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临 2018-043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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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子公司安人股份拟增发股票不超过 1200 万股，发行

价格不低于 4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5400万元。安人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

为新增外部投资者 1-3名，具体股票发行价格、数量，将在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

定进场交易遴选投资者后确定。增发完成后，安人股份股本总额不超过 6200 万

股，公司的持股数量 2250万股不变，持股比例不低于 36.29%。安人股份将进行

董事会改组，公司不再对安人股份控制和并表。 

 本项议案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项交易尚须本公司和安人股份股东大会批准 

 风险事项提示：本项增发股票发行对象不确定，需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

定进场交易，存在遴选投资者不成功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人股份）拟增发股

票不超过 1200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4 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5400 万元。安

人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新增外部投资者 1-3名，具体股票发行价格、数量，

将在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场交易遴选投资者后确定。增发完成后，安人股份

股本总额不超过 6200 万股，公司的持股数量 2250 万股不变，持股比例不低于

36.29%。安人股份将进行董事会改组，公司不再对安人股份控制和并表。本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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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进场交易的挂牌价格为 4元/股，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率为 135.94%。 

（二）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8年 9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安人股份增发股票的议案》，全部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项交易尚须本公司和安人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在产权交易市场公开交易，

并征集、遴选外部投资者，以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项增发股票发行对象不确定，需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场交易遴选投资

者后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项交易标的为安人股份拟增发的不超过 1200万股股份，属股权类资产。 

2.权属状况说明。 

本项交易标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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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人股份基本情况 

1.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 45.00% 

程德生 1,199.90 24.00% 

盛丽玲 992.55 19.85% 

黄旱青 149.825 3.00% 

汪苑 125.00 2.50% 

叶秀琴 102.275 2.05% 

张卫星 100.45 2.00% 

宋国彩 67.50 1.35% 

康力 5.00 0.10% 

徐顺 5.00 0.10% 

王永根 2.50 0.05% 

合计 5,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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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业务：专注于工商、税务、信访、社保、药监、交通以及政府综合服

务等领域的呼叫中心开发、集成、运维服务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成立时间：2000 年 8月 17日 

5.注册地点：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99号东软创业大厦 3楼 A座 

6.安人股份为本公司的子公司，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

挂牌公司（股份代码 835963） 

7.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根据相关法规，安人股份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

购。本公司及现有股东程德生、盛丽玲、张卫星、宋国彩将放弃优先认购权。 

8.安人股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0,338,360.48 139,510,855.37 

负债总额 45,571,419.49 58,072,677.70 

资产净额 84,766,940.99 81,438,177.67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48,757,706.21 80,184,949.67 

净利润      6,628,763.32 10,688,607.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38,716.56 7,341,503.30 

注：上述数据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该所具有从事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9.安人股份最近 12个月内未曾进行增资、减资或改制。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安

人股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297号），

以 2017 年 12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安人

股份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7,200.00 万元，折合每股权益估值为人民

币 3.44 元。具体如下表： 

账面净资产（万元） 收益法评估值（万元）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8,143.82 17,200.00 9,056.18 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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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是建立在下面一些主要的假设前提基础下： 

（1）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持续经营在此是指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

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2）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是市场价值，不考虑本次评估目的所涉及的经济

行为对企业经营情况的影响。 

（3）本次评估基于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税收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不考

虑评估基准日后不可预测的重大变化。 

（4）本次评估基于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管理团队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

的经营管理模式经营，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活动和提供的服务符合国家的产业政

策，各种经营活动合法，并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本次评估基于评估基准日现有的经营能力，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

层、经营策略和追加投资等情况导致的经营能力扩大。 

（6）本次评估预测是基于现有市场情况对未来的合理预测，不考虑今后市

场发生目前不可预测的重大变化和波动。如政治动乱、经济危机、恶性通货膨胀

等。 

（7）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

准确、完整。 

2.公司董事会在进行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对交易标的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

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

的合理性发表了意见，认为：安人股份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反应了在

一定前提假设下安人股份的经营情况；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考虑到了行业对

比公司资产结构、安人股份的业务特点等因素，其市场风险溢价、企业风险系数

等参数取值合理，折现率取值合理；评估结果可以反映安人股份于评估基准日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是合理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

评估的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综合排名、历史案例、历史合规性、业务资质等各

种因素的综合考量，认为其具备为本项目进行资产评估出具专业意见的能力。银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安人股份等相

关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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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或冲突；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3.根据《安人股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

沪第 0297 号），于评估基准日 2017年 12月 31日，采用收益法确定的安人股份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7,200.00万元，较审计后所有者权益 8,143.82 万元，

评估增值 9,056.18 万元，增值率 111.20 %。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的折现率为

12.92%，预期主营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11.39%、销售毛利率为 63.36%、年度收益

的复合增长率 24.73%、年度经营现金流复合增长率 17.70%。 

结合安人股份近年经营状况、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及目前业务拓展情况，以及

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对企业未来现金流进行预测，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折

现率对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得出评估值，具备合理性。 

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及折现率等参数的选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

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及评估惯例的要求；预测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及现金流符合安人股份历史和行业

发展趋势。上述评估参数的选取和确定能有效支撑评估结果。 

（四）安人股份本次增发股票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五）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安人股份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 4 元/股，该发行底价较每股账面净资产

1.70元增值率 135.94%。该发行底价是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不低于净资产评

估值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安人股份和市场情况后确定，具体则将在进场交易遴选

投资者后确定，定价公平合理。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增发股票，将在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场交易遴选投资者后，与投资

人签署相关合同。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安人股份本次增发股票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二）安人股份本次增发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 5400 万，将用于“政务服务

呼叫中心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应用及产业化”项目。 

（三）安人股份董事会将进行改组，公司不再对安人股份控制和并表。安人

股份成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该公司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四）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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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股份主营业务将专注于工商、税务、信访、社保、药监、交通以及政府

综合服务等领域的呼叫中心开发、集成、运维服务，今后将按照既定战略做好业

务规划，避免与公司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安人股份本次增发股票，拟通过募集资金助力其继续研究政务服务呼叫中心

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开发、完善并运营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及技术服务平台，

布局行业、区域市场，推进服务化业务转型，利于其抓住产业机遇，主动迎接产

业变革，引入多元化资源，实现快速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公司不再对安人股份实施控制和并表，将采用权益法核算，预计将使公司产

生 5185.49 万元投资收益（暂以发行价 4 元/股和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

为基准测算）。 

本公司不存在为安人股份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安人股份不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安人股份专项审计报告》； 

（二）《安人股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