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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音网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收购方：北京光音网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音网络”） 

股权转让交易对方：王楠 

股权转让交易对方：北京麦田无界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麦田无界管理中心”） 

交易标的：北京麦田无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田”）12.5%

的股权。 

交易事项：光音网络以 0元购买王楠持有麦田 5%的股权，光音网

络以 0元购买麦田无界管理中心持有麦田的 7.5%的股权。 

转让方王楠以人民币零元（RMB 0）的价格将其在麦田中持有的代

表人民币壹拾叁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RMB133,333）注册资本的股权

（即麦田 5%的股权）转让予光音网络； 

转让方麦田无界管理中心以人民币零元（RMB 0）的价格将其在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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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8-070 

田中持有的代表人民币贰拾万元（RMB200,000）注册资本的股权（即

麦田 7.5%的股权）转让予光音网络； 

交易价格：人民币 0元 

协议签署日期：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协议签署地点：北京 

根据麦田 2018年 8月 30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麦田的资产总

额为人民币 17,300,242.46元，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508,446.38

元。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0 元受让王楠持有的麦田 5%的股权，出资人

民币 0 元受让麦田无界管理中心持有的麦田 7.5%股权，合计出资人

民币 0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麦田将成为光音网络控股子公司。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对比情况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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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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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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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公司合并总资产为人民币 237,855,919.99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14,288,349.08 元。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麦田资产总额（未经

审计）为 17,300,242.46元，资产净额（未经审计）为 14,508,446.38

元，麦田资产净额（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报表期末净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6.77%；麦田资产总额（未经审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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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因此，本次收购资产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60,160,774.12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32,083,641.28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00%为 180,080,387.06 元，

期末资产总额 30.00%为 108,048,232.24元，期末净资产总额的 50.00%

为 116,041,820.64元。 

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的累计资产

总额为 59,882,053.6 元，亦未达到上述标准，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光音网络股东代表监事王楠先生持有麦田

38.25%的股份，并且在麦田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经理；持有麦

田无界管理中心 0.04%的股份，为麦田无界管理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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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的情况，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收购资产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需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

手续。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自然人 

姓名：王楠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 1号楼 6门 662号 

关联关系（如适用）：王楠担任光音网络股东代表监事 

（二）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麦田无界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院 2号楼 1层 101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院 2号楼 1层 10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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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 2037年 03月 01日；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600,000.00元 

关联关系（如适用）：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楠同时为光音网络股东

代表监事。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北京麦田无界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63号院 7号楼 5层 603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4、设立时间：2015年 12月 07日 

5、注册资本：2,666,667.00元 

5、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产品设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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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持有注册资本（人

民币元） 

持股比例 

王楠 1,020,000 38.25% 

邱小舟 380,000 14.25% 

北京光音网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66,667 25.00% 

北京麦田无界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60,000 22.50% 

合计 2,666,667 100.00% 

7、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持有注册资本（人

民币元） 
持股比例 

王楠 886,667 33.25% 

邱小舟 380,000 14.25% 

北京光音网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37.50% 

北京麦田无界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40,000 15.00% 

合计 2,666,667 100% 

8、根据麦田 2018年 8月 30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麦田的资产总

额为人民币 17,300,242.46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791,796.08元，

应收账款总额为人民币 5,553,679.00 元，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508,446.38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727,169.28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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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7,020,096.80元。 

9、麦田最近 12个月未曾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及改制。 

（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任何转让限制的

情况，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 2016 年 6 月光音网络与王楠及麦田签署

的股东协议，第 9 条利润保证及股权补偿承诺“如 2016 年经审计的

实际税后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创始股东（即王楠）应当以无偿 

或者以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向投资者（即光音网络）转让公司股份”。 

   麦田未按承诺利润完成经营承诺，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转让价

格以 0元为依据，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王楠以人民币零元（RMB 0）的价格将其在麦田中持有的代

表人民币壹拾叁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RMB133,333）注册资本的股权

（即麦田 5%的股权）转让予光音网络； 

转让方麦田无界管理中心以人民币零元（RMB 0）的价格将其在

麦田中持有的代表人民币贰拾万元（RMB200,000）注册资本的股权（即

麦田 7.5%的股权）转让予光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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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股权

转让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生效。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时间为准, 过户

时间为完成工商变更的登记日。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麦田为光音网络的参股子公司，收购完成后，麦田将成为光音网

络的控股子公司，通过此次收购后，整合公司现有业务，提升公司运

营规模和综合竞争力。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光音网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北京光音网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9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