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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华胜天成、公司、上市公

司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10）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

回购股份 
指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

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

务顾问 
指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胜天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交

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回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补充规定》 指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 

《业务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业务指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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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华胜天成委托，担任华胜天成本次回购的独立财

务顾问，并就本次回购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是依据《证券法》、

《公司法》、《回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补充规定》以及《业务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其他公开材料，按照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独立客观的原则，经过审慎调查后

出具的。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独立、

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对华胜天成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与公司管理层进

行了必要的沟通，有充分理由确信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公司披露的文件内

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华胜天成提供，提供方对资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在与华胜天成接触后到担任其独立财务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取严格

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

问题；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华胜天成

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

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

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七）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司发布的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相

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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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方案概述与财务顾问意见 

一、本次回购的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内容 

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用途 
作为公司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

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 A 股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 10 元/股。前述回购价格亦需满

足有关法律法规对回购价格的相关要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现金分红，自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回购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数量 

若全额回购人民币 2 亿元，且回购价格按照 10 元/股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份约为 2,000万股，以公司总股本为 1,102,840,583股为基础，

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1.81%。若完成最低回购金额人民

币1亿元，且回购价格按照10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约为1,000

万股，以公司总股本 1,102,840,583 股为基础，回购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约为 0.9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以回购

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所占比例为准 

回购股份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Teamsun Technology Co., 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胜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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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410 

法定代表人 王维航 

董事会秘书 张月英 

成立日期 1998 年 11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102,840,583 元①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8 号科技财富中心 A 座 11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东北旺西路软件园二期华胜天成科研大楼 

邮政编码 100193 

电话号码 010-80986666 

传真号码 010-80986020 

公司网址 www.teamsun.com.cn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eamsun.com.cn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承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电子工程专业承包；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通信设备、仪器仪表；接受委托从事软件外包服务；

电子商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项目投资；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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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截至本独立财务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的实际股本为 1,102,840,583 股，2017 年 7 月 13 日

公司回购并注销了第二期股权激励之部分股票 1,643,600 股，公司股本总额变为

1,102,840,583 股，本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已经公司 2017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工商变更登记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独立财务报告出具之日，华胜天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品种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3,894,383 99.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46,200 0.81% 

总股本 1,102,840,583 10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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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股权分散，因此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王维航先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3,240,333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082%，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华胜天成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

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本性质 

1 王维航 92,069,358 8.35 A 股流通股 

 合    计 92,069,358 8.35  

注：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签署日，公司股权分布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五）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华胜天成为知名的 IT 综合服务提供商，服务网络覆盖大中华地区、东南亚及北美、

东欧。华胜天成的业务方向涉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

业务领域涵盖 IT 产品化服务、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增值分销等多种 IT 服务业务。

公司立足于大中华市场，在电信、邮政、金融、政府、旅游、教育、制造、能源、交通、

军队等领域拥有大量成功案例。 

华胜天成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11,230,069,039.29 12,046,439,633.52 10,095,238,507.17 6,777,633,67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874,140,741.27 4,874,110,614.44 4,786,243,559.81 2,357,248,559.68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838,028,511.28 5,431,194,163.81 4,800,033,043.15 4,792,983,04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742,778.86 228,027,938.92 35,799,190.39 51,770,1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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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635,486.80 99,944,844.09 12,997,657.31 28,827,25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568,822.28 

-895,305,533.44 

 
129,501,939.26 331,723,701.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2072 0.0378 0.05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2 0.2066 0.0377 0.0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4.70 1.20 2.22 

三、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38 号文批准，上市公司采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

售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400 万股，并于 2004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流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胜天成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一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二）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对证券监管机构以及公司网站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查询，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胜天成最近一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行为，符合《回购管

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公司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资金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根据华胜天成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12.30 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74 亿元、合并口径下的货币资金为 11.33 亿元。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人民币 2 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公

司拟回购资金上限 2 亿元所占前述三个指标的比重分别 1.78%、4.10%和 17.65%。占比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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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1.42%，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按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进行测算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调整为 52.36%，未

发生实质性变化。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回购的实施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实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四）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华胜天成股本总额为 1,102,840,583 股，若按照

回购价格上限 10.00 元/股以 2 亿元人民币全额回购，预计可回购股票数量上限为 2,000 万

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 1.8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 

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低于公司总

股本的 10%。 

上述社会公众股东指不包括下列股东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2,000 万股，则公司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比例减少 1.81%，

公司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比例仍高于公司股本总额的 10%，股权分布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胜天成本次回购部分股份并不以退市为目的，本次回

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亦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构成实质性影

响。因此，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的股

权分布原则上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胜天成本次回购部分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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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回购的必要性分析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

来源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的进一步建立、健全将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并加强公司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同时提高优秀人才对

于公司的认可度及忠诚度，将有利于推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若因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

持股计划未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或因拟纳入激励范围的对象放弃认

购股份或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原因导致公司所回购全部或部分股份无法授出的，公司将对

尚未授出的回购股份实施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的股本总额，将有利于增加公司股票的每

股收益并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因此，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股份将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的发

展，同时也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公司市场形象的维护，增强投资

者信心，保护广大股东利益。由此可见，公司本次回购部分股份是具有必要性的。 

五、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133,300,027.73 元，假设拟用于本次回购

的资金全额使用，亦不会对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造成较大影响。在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

仍保持较高的货币资金余额以及较强的资本实力，在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的情况下，本次回购料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

响。 

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胜天成本次回购部分股在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将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盈利能力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

影响。 

六、回购方案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回购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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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将在回购股份期限内择机买入股票，在一定程度上将增强公司股票二级市场

的交易活跃度，料将对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产生正面影响。 

（二）本次回购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回购股份的平均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00 元/

股的条件下，按照本次回购 2,000 万股股票测算，回购股份比例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1%，

则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3,894,383.00 99.19% 1,073,894,383 97.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46,200.00 0.81% 28,946,200 2.62% 

总股本 1,102,840,583 100% 1,102,840,583 100%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将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本次回购部分股份对公司债权人的影响 

按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2 亿元占公司资产

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货币资金的比重分别为 1.78%、4.10%和 17.65%；

本次回购完成后，以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以及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测算依据所计算的资产负债率将自 51.42%调整为 52.36%。 

综合前述数据，可以认为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上市公司将在实施期限内择机回购公司股票，对公司偿债能力的短期冲击较小。因此，债

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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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性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回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补充规定》及

《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胜天成本次

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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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尚需经华胜天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风险。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华胜天成股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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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二）《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修订稿）》；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审计报告以

及 2018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二、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培敏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639 号 E 栋  

电话：021-5258 8686  

传真： 021-5258 3528  

联系人：叶素琴、曾国鑫、林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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