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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分拆事项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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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交易属于股东大会审批权限范围，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思辰”、“公司”、“甲方”）

于2018年9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安全业

务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辰光融信”或“乙方”）出售与信息安全业务相关的子公司的

股权，包括：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计算机公司”）100%

的股权、北京祥网瑞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祥网瑞”）100%的股权、

北京立思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技术公司”）100%的股权、北京

从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从兴科技”）100%的股权、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友网”）100%的股权及广州立思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立思辰”）90%的股权（上述公司合称“标的公司”，上述股权合称

“标的股权”），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

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作价为51,000万元，乙方拟以现金购买

的方式受让标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对方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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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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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旭光、张敏、周西柱、张昱，其中张敏、张昱在过去十二个月曾担任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西柱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张旭光为公司在职员工，此

外，辰光融信的有限合伙人池燕明为公司现任董事长，有限合伙人潘凤岩、桂峰、

陈重在过去十二个月曾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限合伙人白锦龙、吴

艺高、马纯、王明华、彭小勇、廖永生、窦昕等为公司在职员工，青岛辰光融思

企业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信息安全业务相关员工持股平台，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分别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其中关联董事池燕明、周西柱

回避表决）及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

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ELYK1X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101号6层612号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13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旭光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万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张旭光 1,425.39 1,000.00 5.08% 普通合伙人 

2 张敏 3,420.95 1,200.00    12.20% 有限合伙人 

3 周西柱 862.21 407.50 3.08% 有限合伙人 

4 张昱 1,071.21 1,071.21 3.82% 有限合伙人 



5 池燕明 4,680.00 4,650.00 16.69% 有限合伙人 

6 潘凤岩 1,425.39 1,425.39 5.08% 有限合伙人 

7 白锦龙 570.16 570.16 2.03% 有限合伙人 

8 桂峰 570.16 -    2.03% 有限合伙人 

9 吴艺高 201.18 201.18 0.72% 有限合伙人 

10 马纯 114.96 50.00 0.41% 有限合伙人 

11 王明华 285.08 285.08 1.02% 有限合伙人 

12 彭小勇 114.96 114.96 0.41% 有限合伙人 

13 廖永生 285.08 285.08 1.02% 有限合伙人 

14 窦昕 570.16 -    2.03% 有限合伙人 

15 潘新善 288.06 -    1.03% 有限合伙人 

16 马旭东 574.81 -    2.05% 有限合伙人 

17 商华忠 571.91 571.91 2.04% 有限合伙人 

18 蔡暘 500.00 500.00 1.78% 有限合伙人 

19 陈重 100.00 100.00 0.36% 有限合伙人 

20 洪兆根 333.00 333.00 1.19% 有限合伙人 

21 霍勇钢 100.00 100.00 0.36% 有限合伙人 

22 刘伟 70.00 70.00 0.25% 有限合伙人 

23 刘晓宁 270.00 270.00 0.96% 有限合伙人 

24 王利 4,000.00 3,090.00 14.27% 有限合伙人 

25 钟虹 333.00 333.00 1.19% 有限合伙人 

26 张爱梅 1,000.00 1,000.00 3.57% 有限合伙人 

27 秦浩 300.00 -    1.07% 有限合伙人 

28 刘欣 250.00 250.00 0.89% 有限合伙人 

29 蔡国清 300.00 300.00 1.07% 有限合伙人 

30 胡小力 200.00 200.00 0.71% 有限合伙人 

31 

苏州亨通达泰大

数据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00.00 -    5.35% 有限合伙人 

32 

青岛辰光融思企

业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748.00 -    6.2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8,035.67  18,378.47  100.00% - 

注: 青岛辰光融思企业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信息安全业务相关员工持股平台；

上述合伙人已签署《合伙协议》，尚待办理工商变更。 

 

实际控制人说明：辰光融信的有限合伙人中张敏、周西柱、张昱与普通合伙

人张旭光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共同控制辰光融信。 

实际控制人基本信息： 

张旭光先生，1977年生。1997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专业，2012年研修



并结业于清华大学工商管理总裁高级研修班。曾担任北京立思辰软件技术公司总

经理，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军

队军工事业部总经理。 

张敏先生，1967年生，硕士学位。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2005年获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EMBA学位；历任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OA部经理；上海清华紫光电

脑通信公司经理；1999年—至今，担任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是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主导并开发了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的

多项产品，是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多项专利的发明人，曾任北京立思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副总裁。 

周西柱先生，1966年生，学士学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曾就职于

美国Oracle公司和美国EMC公司，分别担任销售总监和全球副总裁等职务，主管

市场营销及政府关系等相关业务。现任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信息安全科技集团CEO。 

张昱女士，1966年生，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分别于

1990年和1993年获得工学学士和工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庄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北京金融信科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北京高阳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销售中心销售总监，曾任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财务数据：由于是新设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说明：本次交易对方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实

际控制人为张旭光、张敏、周西柱、张昱，其中张敏、张昱在过去十二个月曾担

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西柱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张旭光为公司在职

员工，此外，辰光融信的有限合伙人池燕明为公司现任董事长，有限合伙人潘凤

岩、桂峰、陈重在过去十二个月曾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限合伙人

白锦龙、吴艺高、马纯、王明华、彭小勇、廖永生、窦昕等为公司在职员工，青

岛辰光融思企业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信息安全业务相关员工持股平

台，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1、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567452606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号楼A-5920室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31日 

法定代表人：张旭光 

注册资本：67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应用软件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设、电子产品、

机电设备;委托生产计算机软硬件及外设、电子产品、机电设备;软件开发;计算

机系统集成;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主要业务：军工安全。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历史沿革：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系由立思辰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核发的注

册号为 11010901348555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700 万元，

注册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幢 2 层 214 室，法定代

表人为张旭光。 

2012年 5月 22日，母公司立思辰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由计算机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立思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计算机公

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6,700 万元。计算机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依法进行了

工商登记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9567452606A。 

 

2、北京祥网瑞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958693X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8号(科技财富中心)B座7层B703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法定代表人：朱卫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咨

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通讯设备。 

主要业务：信托软件。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立思辰新技术”）之全资子公司。 

历史沿革：北京祥网瑞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系由上海祥网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0年1月11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

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11010801254944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8号(科技财富中心)B座7层B703，法定代

表人为朱卫。上海祥网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将其所持北京祥网瑞100%

股权转让给立思辰新技术，并于2017年5月23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3、北京立思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0679483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8号科技财富中心B座B402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19日 

法定代表人：方伟航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转让;应用软

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主要业务：系统集成、视音频解决方案。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历史沿革：北京立思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由立思辰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并于2006年6月19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09730815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注册地

为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8号科技财富中心B座B402，法定发表人为方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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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收到立思辰增资款2,5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

本变更为3,000万元。2014年6月24日，信息技术公司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并

领取了营业执照。 

2017年6月，根据信息技术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立思辰将其所

持信息技术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立思辰新技术。2017年6月29日，信息技术公司

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4、北京从兴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98530368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百强大道10号楼B601室(园区) 

成立日期：2007年01月24日 

法定代表人：桂峰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会议

服务;市场调查;营销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策划;劳务服务;销售电子产品、电

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器材。 

主要业务：铁路信号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历史沿革：北京从兴科技有限公司系由桂峰、陈海峰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并于2007年1月24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600292765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注册地

为北京市丰台区百强大道10号楼B601室（园区），法定代表人为桂峰。 

2010年9月15日，从兴科技召开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同意北京立思辰新技

术有限公司收购桂峰和范鸿颖分别持有的本公司47%和8%的股权，从兴科技于

2010年9月15日变更了工商登记；股权变更后，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220万元；出资比例为55%；桂峰出资180万元，出资比例为45%。 

2012年9月28日，北京立思辰新技术公司与桂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桂峰决

定将所持持从兴科技的15%股权转让给立思辰新技术。转让后，立思辰新技术出



资700万元，出资比例为70%；桂峰出资300万元，出资比例为30%。 

2015年6月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林亚琳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403号）核准，立思辰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从兴科技30%股权，从兴

科技股东由桂峰变更为立思辰，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保持1,000万元不变。2015

年12月27日股权变更完毕，各股东持股情况为：立思辰、立思辰新技术分别持有

从兴科技30%、70%的股份。 

2017年6月16日，立思辰新技术与立思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立思辰将持有

的公司30%股权转让给立思辰新技术。本次转让完成后，立思辰新技术持有从兴

科技100%股权。 

 

5、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31457875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596弄21号202E室 

成立日期：1999年05月05日 

法定代表人：张敏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电子、仪器仪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机械电子、仪器仪表、通讯器材、建材、汽摩配件、五金交电的销售。 

主要业务：信托软件、人脸识别技术、扫描仪。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历史沿革：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张公逵、陈勇、周伊丽三名自然人投

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1999年5月5日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

册号为31010600008698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

注册地为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596弄21号202E室，法定代表人为张敏。 

2012年6月，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与立思辰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张敏将其持有的483万元股权、陈勇将其持有的280万元股权、朱卫将其持有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1944e4bca30c8399c9f53bca1b48655.html


的168.70万元股权、潘凤岩将其持有的58.30万元股权、施劲松将其持有的10万

元股权分别转让给立思辰。本次转让后，立思辰持有上海友网100%股权。2012

年6月27日，上海友网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2014年7月28日、8月4日上海友网分别收到立思辰增资款3,000万元，增资后，

上海友网注册资本变更为7,000万元。2014年7月31日，上海友网依法进行了工商

变更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2017年9月，根据上海友网股东大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立思辰将其所持

的100%转让给立思辰新技术。2017年9月11日，上海友网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

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314578750。 

 

6、广州立思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566772957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B塔3710(部位:自编之二)、3711、3712(仅

限办公用途) 

成立日期：2010年06月10日 

法定代表人：廖永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批发;软件零售;软件

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计算机零售;计

算机零配件零售。 

主要业务：视音频集成服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 90.00% 

2 廖永生 10.00% 

历史沿革：广州立思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

廖永生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0年6月10日取得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44010600024753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注册资

本为500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B塔3710（部位：自编之二）、

3711、3712，法定代表人为廖永生。 

广州立思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9月30日召开股东会，同意北京立

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中有关广州立思辰股权转让的条款，廖永生同意放弃上述90%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 

（二）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62,224,962.57   459,706,057.38  

营业利润  -47,766,033.44   42,965,986.55  

净利润  -42,492,635.38   33,185,266.38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08,761,628.84   1,215,655,793.69  

负债总额  708,486,951.91   590,791,738.90  

净资产   500,274,676.93   624,864,054.7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96,174,673.05   428,301,928.66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8]第110ZA8215号）。 

（三）交易标的的其他说明 

1、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分拆前上市公司进行了信息安全业务内部整合，就该等协议项下涉及的

尚未履行完毕的债权债务，若债权人书面同意转让的，则该等债务直接由该等协

议的资产购买方向债权人偿还，对于债权人未书面同意转让的债务，如债权人在

交割日（指标的公司全部办理完毕工商登记当日）及交割日后向资产出售方主张

偿付债务，则资产购买方应当自资产出售方就前述事宜发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

相应款项支付至资产出售方指定银行账户，由资产出售方代为偿付该等债务。若

上述债务转让中标的公司作为资产购买方未履行相关义务造成甲方损失的，标的



公司与乙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截止目前，本次分拆涉及的债务转移共计1,972.66万元，其中分拆基准日至

公告日已结款项112.57万元,已取得债权人书面同意转移的债务共计1,441.25万

元，合计占比78.77%。 

2、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将发生变更，标的公司均不再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止协议签署日，正在履行中的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如下： 

担保人 借款人 贷款人 授信期限 授信额度 已使用额度 

立思辰 从兴科技 
北京银行大

钟寺支行 

2017.2.23至

2018.2.22  
1000万元 500万元 

各方同意，从兴科技应于交割日前偿还500万元银行贷款，对于截至协议签

署日已存在的甲方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在其对应的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担保期

限到期后不再续期并且甲方不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自协议签署日起，甲方不再

为标的公司提供新增担保。 

此外，上市公司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况。 

3、关联占款 

截至2018年6月30日，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存在合计18,563.12万元的应

收款项净额（含计算机公司应归还上市公司已使用的募集资金款5,549.45万元），

标的公司应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之日起1年内向立思辰全部清偿完

毕，乙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在上述期限内偿还上述款项并就该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参考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1731号《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定价。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6月30日，截止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49,971.33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评估值50,740.00

万元，评估增值768.67万元，增值率1.54%；采用市场法评估，评估值50,720.00

万元，评估增值748.67万元，增值率1.50%，考虑到标的公司所处的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特征，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的估值



参考。 

参考以上评估情况，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作价为51,000.00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各方于2018年9月30日签署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分拆的整体安排 

立思辰拟分两步对外转让下属信息安全业务相关子公司股权。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步：乙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以现金购买甲方合法持有的标的股权； 

第二步：于2018年年度报告出具后，启动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以现金购

买甲方持有的北京立思辰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

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由届时的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 

2、标的股权的转让 

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的范围为甲方合法持有的与信息安全业

务相关的部分下属公司股权，具体包括：计算机公司100%的股权、北京祥网瑞100%

的股权、立思辰信息技术100%的股权、从兴科技100%的股权、上海友网100%的股

权及广州立思辰90%的股权。 

各方确认，立思辰已与计算机公司就北京石龙立思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

的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上述股权转让尚未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3、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各方同意，以2018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1731号《资产

评估报告》，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50,740.00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

作价拟定为51,000.00万元。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价款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交易价款：在协议所述的先决条件全部成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

乙方向立思辰及立思辰新技术指定银行账户一次性合计支付26,010.00万元（即

51%的交易价款），其中乙方向立思辰支付8,727.37万元，向立思辰新技术支付



17,282.63万元。 

第二期交易价款：交割日后一年内，由乙方向立思辰及立思辰新技术指定银

行账户一次性合计支付剩余24,990.00万元（即剩余49%的交易价款），其中乙方

向立思辰支付8,385.12万元，向立思辰新技术支付16,604.88万元。 

甲方在收到各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向乙方出具其已经收到股权转让价款的

书面文件，以确认其已经收到当期股权转让价款。若乙方未按时支付前述交易价

款，则逾期部分甲方将按照年化8%利率收取罚息。 

除非乙方作出书面豁免，乙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第一期交易对价的支付义务

取决于下列先决条件的成立： 

（1）标的公司股东/股东会作出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合法有效决议； 

（2）立思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4、标的股权的交割 

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于协议生效且乙方已按照本协议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

款后3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甲方将其所持标的股权转让给

乙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至迟应当在协议生效且乙方已按照协议

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6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5、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自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为损益归属期间，损益归属期间内标的

股权所产生的利润和亏损由甲方享有和承担，若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盈

利的，标的公司应在交割日就标的股权产生的盈利通过分红的方式向甲方支付，

若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亏损的，乙方可在第二期交易价款中就标的股权

产生的亏损相应予以抵扣。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 

6、人员安排 

鉴于本次交易仅涉及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其现有员

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仍有效存续，该等员工的社会保险关系仍继续保留在标的公司。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后，周西柱担任立思辰副董事长，同时在乙方下属公司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除此之外，交易双方应促使各自及各自子公司的董事会



及股东会/股东大会不提名、选举对方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确保交易双方及

其各自的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交叉任职。 

7、其他后续事项 

本次分拆第二步交割完成（即北京立思辰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对

外转让完成交割）前，甲方应将信息安全业务相关商标、域名转移至第二步分拆

资产，并尽快启动甲方新商标的申请及推广。在相关商标、域名权属变更登记完

成前，甲方将无偿授权标的公司使用相关知识产权。 

8、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署后成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2年底转型教育业务，目前主营教育与信息安全两大业务。鉴于两

大主营业务差别较大，无法形成有效协同，且公司资源有限，双主业形态不利于

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公司经慎重考虑，决定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分拆安全

业务相关资产后，公司将由“教育与信息安全”双主营业务发展模式全面转型为

纯教育业务。本次交易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未来公司将集中资源、人

才专注于教育产业，着力整合及拓展教育业务，积极推进教育业务战略的落地和

实施，加速推进教育业务的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此次交易的资金对价来源为辰光融信自筹资金。截至2018年9月30日，辰光

融信全体合伙人已认缴出资28,035.67万元，实缴出资18,378.47万元，根据辰光

融信及其合伙人的说明，全部认缴款项将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实缴到位，

其中26,010.00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股权转让首期款，同时根据辰光融信及其实

际控制人的说明，辰光融信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期交易价款，预计第二期交易价款

可以按期支付。 

公司董事会结合辰光融信资金到位情况及其合伙人的资信情况认为，辰光融

信具备按协议约定支付本次交易款项的能力。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18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

认为公司本次拟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

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

益的行为，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拟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

构，有利于公司未来专注于教育产业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不会

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交易

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本次交易的

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拟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

构，有利于公司未来专注于教育产业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

础，由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



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