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3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赠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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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受赠资产交易具体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控股”

或“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子若拟向华塑控股无偿赠与其持有的北京博威亿

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亿龙”）100%股权。 

2、公司本次受赠资产不附加任何条件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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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李雪峰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受赠资产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本次受赠资产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受赠资产交易概述 

1、为支持华塑控股发展，改善华塑控股资产结构，增强华塑控股经营实力，

华塑控股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子若拟向华塑控股无偿赠与其持有的博威亿龙 100%

股权，本次受赠资产不附加任何条件和义务。 

2、截至本公告日，李雪峰、张子若夫妇通过西藏麦田间接持有华塑控股

199,205,920 股股票，占华塑控股总股本的 24.13%，为华塑控股实际控制人。同

时，李雪峰现任华塑控股董事长。本次受赠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受赠资产事项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雪峰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受赠资产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受赠资产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4、本次受赠资产不附加任何条件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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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监管部门批

准。 

5、公司与张子若已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签署《赠与协议》。 

二、赠与方基本情况 

本次受赠资产的赠与方为华塑控股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子若。华塑控股实际控

制人之一兼董事长李雪峰系张子若之配偶。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张子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受赠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受赠资产为博威亿龙 100%股权，对应标的为博威亿龙。 

1、博威亿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博威亿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86926528Y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3 月 19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声福 

营业期限 2009 年 3 月 19 日至 2029 年 3 月 18 日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4 号正东集团院内 C8 座 107 室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及展览服务；电脑图文设计、

制作；舞台灯光设计；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企业形象策划；

影视策划；舞台灯光音响视频设备租赁；美术设计；销售电子产品、

文具用品、工艺美术品、体育用品、乐器；租赁乐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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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信息 张子若直接持有博威亿龙 100%股权 

2、博威亿龙子公司基本情况 

博威亿龙持有北京永盛同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盛同祥”）和

上海视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炫文化”）两家公司 100%股权。 

(1)永盛同祥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永盛同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592335196T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3 月 14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声福 

营业期限 2012 年 3 月 14 日至 2062 年 3 月 13 日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顺焦路木林段 83 号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棋牌



室）；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电脑图文设计；舞台灯光设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市场调查；影视策划；机械设备

租赁；销售电子产品、文具用品、工艺品（不含文物）、体育用

品；婚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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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信息 张子若间接持有永盛同祥 100%股权 

(2)视炫文化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视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6762781093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6 月 25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声福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秀山路 101 号 12 幢 A 区 5112 室（崇明工业

园区） 

营业期限 2008 年 6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展览展示服务，婚庆礼仪服务，会务服务，摄像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图文设计制作，电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综合布线，

汽车租赁，舞台、灯具、影像设备租赁，演出器材维修租赁，电

脑及配件、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楼宇智能化设备、工艺品、

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灯饰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 张子若间接持有视炫文化 100%股权 

3、博威亿龙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734,942.81 21,705,561.37 

负债总额 2,646,168.30 2,387,177.68 

所有者权益总额 24,088,774.51 19,318,383.69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598,116.02 10,873,705.00 

营业利润 516,398.12 5,158,178.53 

净利润 516,583.31 5,216,061.45 

注：上表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初步审计。 

4、博威亿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5、博威亿龙主要业务情况 



(1)主要业务概述 

博威亿龙之前身成立于 1999 年，博威亿龙是一家以舞台美术视觉呈现为核

心，兼具视觉工程设计制作及电视栏目舞台实施的专业机构。博威亿龙能独立承

接完成大规模的强、弱电系统，专业灯光、音响、视频系统，监控系统，舞台背

景系统，会议系统等的设计、安装、调试、租赁工程，并具有相应的施工许可证、

一级演出搭建资质、配置。博威亿龙遵循国际先进企业标准实施管理，围绕栏目

包装、文体演出、品牌推广等多方面需求提供综合性服务。旗下拥有项目运营管

理、创意设计制作、动画视频设计制作、舞美影像设计制作、AV 方案实施等多

个专业团队。 

(2)业务开展情况及业务案例介绍 

截止目前，博威亿龙已完成全类型、各种规模舞台活动 3,000 余场，如为“第

十六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提供灯光设计及实施；为“第 30 届飞天奖颁奖典礼”、

“浙江大学 120 周年晚会”、“风云浙商颁奖典礼”提供舞美设计；为“中央电视

台第二届传统诗词创作大赛盛典暨颁奖晚会”提供舞美视觉形象、音视频、灯光

影像的设计及实施综合服务；为“中国国际时装周”、“欢乐喜剧人”、“王牌对王

牌”、“中国梦想秀”、“欢乐总动员”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综艺节目提供舞台灯光

设计及实施；负责百余场明星演唱会演出效果呈现。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博威亿龙总资产为 26,734,942.81 元，总负债为

2,646,168.30 元，净资产为 24,088,774.51 元。（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 

为支持公司发展，改善公司资产结构，增强公司经营实力，本次交易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子若向公司的无偿赠与行为，交易价格为 0 元，且不附加任何

条件和义务。 

五、《赠与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赠与人）：张子若 

乙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甲方合法持有北京博威亿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甲方拟将该资

产无偿赠与给乙方，以增强乙方的经营实力。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赠与。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将所持有的该资产即无偿、不附带任何条件



和义务的赠与给乙方。乙方成为该资产的合法所有人，依据法律规定享有该资产

的全部权利。 

2、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或者乙方根据自身内部决策、报批等程序需

要另行通知的时间，甲方无条件配合办理该资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将该资产变更

至乙方名下（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登记）。 

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除非乙方有书面要求，甲方不得再对该资产进行

任何形式的处分或者设定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在乙方提出要求后，甲方应当立

即将与该资产有关的印章、证照等权利凭证资料移交给乙方。 

4、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该资产交割至乙方的过渡期间，甲方应当尽到善

良的管理义务，确保该资产不会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应当本着保证该资产保值增

值的目的，审慎适当的处理过渡期间的相关事务，配合乙方实现对该资产的充分

接管，不得故意损害该资产。否则，由甲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5、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该资产交割至乙方的过渡期间，该资产发生的损

益按照如下方式处理： 

(1)若乙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本协议的，则过渡期间内该资产的正常损益由

乙方承担。 

(2)反之，由甲方承担。 

6、因本次赠与发生的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规定以及主管部门的要求各自

负担相应的税费。 

7、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8、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后成立，经乙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

生效。未经乙方书面许可，本协议及本次赠与不得撤销。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塑控股将直接持有博威亿龙 100%股权，并通过博威

亿龙开展舞台美术视觉呈现、视觉工程制作实施等相关业务。博威亿龙资产及经

营情况较好，本次受赠资产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受赠博威亿龙 100%股权，

将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以实际交割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准，相应

增加资本公积，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对本次受赠股权具体的会计处理最终以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张子若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受

赠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先审查，并仔细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子若将其持有的博威亿龙 100%股权无偿赠与公

司，公司本次受赠资产不附加任何条件和义务。博威亿龙资产及经营情况较好，

本次受赠资产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我们同意将《关于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1）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子若将其持有的博威亿龙 100%股权无偿赠与公

司，公司本次受赠资产不附加任何条件和义务。博威亿龙资产及经营情况较好，

本次受赠资产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我们审议并同意《关于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九、风险提示 

1、受赠资产整合及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后，华塑控股将增加舞台美术视觉呈现、视觉工程制作实施等相

关业务。由于华塑控股未涉足过博威亿龙所处行业，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果不能

实现对受赠资产业务发展的有效规划以及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博威亿龙业务的

可持续发展则难以获得保障，由此可能对华塑控股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敬请投资

者注意收购后整合及管理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经签署的《赠与协议》；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