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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ST天马      公告编号：2020-040 

关于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星河互联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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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耀灼）拟收购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星河互联）所持有的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本次交易价款由喀什星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星河）代付。 

（二）喀什星河原为公司控股股东，现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一）项、第10.1.6条第（二）项和第10.1.3条第（四）项的规定，

喀什耀灼与喀什星河构成关联方。星河互联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控制的企

业，根据《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一）项、第10.1.3条第（三）项和第10.1.6

条第（二）项的规定，喀什耀灼与星河互联构成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喀

什星河需回避表决）。 

（四）特别风险提示 

1、交易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股东喀什星河为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由于股东大会能否通过上述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故本次交易能否实施

亦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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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为市场化收购，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本公司聘请了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此次

收购资产最终收购估值为1558.48万元，交易价格为1500万元。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责的职责，但仍存在因未来实际情

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致使收购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3、知识产权赔偿的风险 

本次标的资产包含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该软件著作权均为星河互联自有

员工创作，即使星河互联已审慎审查，但由于无法追溯该等软件著作权的原始创

作来源，仍会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可能，存在知识产权赔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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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况 

喀什耀灼拟收购星河互联所持有的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本次交易价款合

计人民币1500万元。本次交易的价款由喀什星河代喀什耀灼向星河互联支付，无

论日后喀什星河与星河互联的债权债务如何安排是否及何时清结，星河互联均不

再向喀什耀灼主张任何形式的支付义务。基于，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喀什星河作

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尚未向喀什耀灼足额清偿资金占用款项，喀什耀灼在此确认，

本次交易喀什星河代喀什耀灼支付的款项等额冲抵喀什星河应向喀什耀灼偿付

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 

鉴于，喀什星河原为公司控股股东，现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一）项、第10.1.6条第（二）项和第10.1.3条第（四）项的规定，

喀什耀灼与喀什星河构成关联方。星河互联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控制的企

业，根据《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一）项、第10.1.3条第（三）项和第10.1.6

条第（二）项的规定，喀什耀灼与星河互联构成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1670766A 

法定代表人：徐茂栋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298.4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7月1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2号3号楼二层260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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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的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星河互联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为

1,499,244,360.39元，总负债为1,070,003,766.49元，所有者权益为429,220,593.9元。 

3、经核查，星河互联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概况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开发完成日 首次发表日 登记日 登记号 取得方式 权利范围 

1.  繁星投资项目

管理平台系统

V2.3 

2016-08-15 未发表 2016-09-23 2016SR271957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2.  繁星投资项目

移动管理系统

V2.0 

2016-08-15 未发表 2016-09-23 2016SR272781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3.  投资行业数据

采集与分析系

统 V1.1 

2015-05-20 未发表 2016-09-23 2016SR272646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4.  星河投资数据

分析验证平台

2016-05-20 未发表 2016-09-23 2016SR273336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亿德宝（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470.69 43.41% 

2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04.62634 41.80% 

3 上海朔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58.2 8.33% 

4 征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3.099 1.88% 

5 上海雍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1.67466 1.67% 

6 深圳前海盛世圣金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00 0.97% 

7 深圳前海盛世利金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81.53 0.79% 

8 深圳中科恒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3.94 0.62% 

9 鄢盛华 37.5 0.36% 

10 深圳前海盛世裕金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2.87 0.12% 

11 陈笑 4.29 0.04% 

合计 10298.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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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V1.0 

标的资产为星河互联员工自主创作原始取得，标的资产权属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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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交易定价依据及董事会的审查意见 

1、就本次交易，公司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

行了评估工作。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锋）于2020年3月31

日出具的中锋评报字（2020）第01030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

12月31日，根据成本法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1558.48万元。 

2、依据上述评估结果，本次交易的价款合计人民币1500万元。 

3、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

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的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

估事项以后，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 

公司聘请北京中锋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合

规。北京中锋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

和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除因本次聘请外，北京中锋及其评估

人员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2）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

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3）本次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系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公司本次

收购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根据各标的资产的特性采用的评估方法及最终

采用的评估结论适当，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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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评估结果具备合理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

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4、基于本次定价的主要依据为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在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

易聘请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

结果的合理性的审查后认为，该评估值可以客观的反应各标的资产现时的市场价

值，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不存在显著不公允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概况 

徐州睦德、喀什耀灼及喀什星河签署《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其中，

徐州睦德为甲方，喀什耀灼为乙方，喀什星河为丙方，公司为丁方，该协议的主

要内容： 

1、转让方案 

甲方将所持繁星投资项目管理平台系统V2.3、繁星投资项目移动管理系统

V2.0、投资行业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V1.1、星河投资数据分析验证平台系统V1.0

等软件著作权转让给乙方，作价1500万元。本次交易的价款由丙方代乙方向星河

互联支付，无论日后甲方与丙方的债权债务如何安排是否及何时清结，甲方均不

再向乙方主张任何形式的支付义务。基于，截至本协议签订日，丙方作为公司原

控股股东尚未向乙方足额清偿资金占用款项，乙方在此确认，本次交易丙方代乙

方支付的款项等额冲抵丙方应向乙方偿付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交付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交付与标的软件著作权

相关的所有计算机程序及其全部文档。具体交付清单以甲乙双方共同签署的交接

清单（具体见附件2）为准： 

(1) 全部计算机程序、完整源代码：所有实现附件所列软件功能和特征

的完整源代码。 

(2) 甲方对本协议项下的软件著作权所拥有的全部附属文档：包括软件

（或项目）开发计划、软件需求规格说明、系统/子系统设计（结构

设计）说明、软件（结构）设计说明、数据库（顶层）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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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用户手册、操作手册、软件配置管理计划、开发进度月报、

项目开发总结报告。 

3、投资系统过户登记手续 

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后【45】个工作日内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办理

完毕著作权转让登记相关手续，以使得乙方取得国家版权局核发的记载投资系统

相关软件著作权人为乙方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投资系统转让登记手续

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办理、彼此配合。有关著作权转让登记相关手续所需费用由

乙方承担。 

4、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且经各方必要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除尚

需丁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本协议已分别获得了甲方股东会、乙方股东、丙方

股东的审议批准。 

六、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如有关联交易需要，本公司将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切实保护本公司利益，同时真

实、准确、完整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尽力采取措施逐步降低关联交易的发

生。 

3、本次交易不会新增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4、交易完成后，收购的标的资产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人员、资产、财

务上保持独立。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标的资产涉及的软件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发表权、署名权、修

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以及其他原由星河互

联享有的全部权利，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公司董事会认为，喀什耀灼收购标的资产主要系用于投资业务系统，与公司

创业投资及创业投资服务业务具有相关性。 

2、本次交易价款由喀什星河代为支付，并等额冲减喀什耀灼对喀什星河和

徐茂栋及其关联方的债权，对公司和喀什耀灼挽回喀什星河和徐茂栋给公司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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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具有积极影响。 

3、本次交易价格参考评估值定价，不存在显著不公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及附属机构与星河互联

及其附属机构均未发生其他交易。但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关于公司全资附属

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

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

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

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76%财产份额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1%财产份额的

议案》项下涉及星河互联的关联方喀什星河代付安排的交易安排除外。 

九、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1.本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已取得公司三名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形成独立意见。 

本议案项下涉及的合同、协议和其他契约性法律文件已经各缔约方（除公司

外）股东会决议或股东书面决定批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中喀什星河提名的董事武剑飞、李武、姜

学谦均从严认定为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依据《上市规则》第10.2.1条第一款

的规定，本议案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本议案尚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议

案时，关联股东喀什星河回避表决。 

2、关联董事的认定及其回避表决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及关联喀什星河代付交易价款，公司董事会中喀什星河

提名的董事武剑飞、李武、姜学谦均认定或从严认定为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第一款的规定，本议案需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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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董事会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天马

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

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

议案》，喀什星河提名的董事武剑飞、李武、姜学谦从严认定为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该议案尚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东喀什星

河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2、关于收购标的资产的相关文件 

（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评估报告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