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39              证券简称：泛微网络             公告编号：2020-098 

转债代码：113587              转债简称：泛微转债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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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微网络”或“公司”）、

子公司上海点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甲创投”）与上海建重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建重”）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泛微

网络拟以78,456,296.88元价格向上海建重转让持有的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简称“上海CA”）的5.81%的股权，本次转让后公司仍持有上海

CA19.07%的股权；子公司点甲创投拟以31,959,018.00元价格向上海建重转

让持有的上海CA2.37%的股权，本次转让后点甲创投将不再持有上海CA的股

权。公司及子公司点甲创投合计转让上海CA8.18%股权，合计转让金额

110,415,314.88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上海建重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 条规定的应当

披露的交易，且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交易概述 

泛微网络及子公司点甲创投与上海建重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泛微网络

拟以78,456,296.88元价格向上海建重转让持有的上海CA5.81%的股权，子公



司点甲创投拟以31,959,018.00元价格向上海建重转让持有的上海CA2.37%

的股权。公司及子公司点甲创投合计转让上海CA8.18%的股权，协议转让价格

110,415,314.88元。 

本次股权转让前，泛微网络及子公司点甲创投合计持有上海CA股份的比例为

27.2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泛微网络持有上海CA股份的比例为19.07%。 

2020年12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转让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本次股

权转让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建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1GD2GW34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2800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懿添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1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年05月22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管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公共关系咨询；创意服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主要股东：上海双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90.01%，上海文

棠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4.93%，上海双创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4.93%，上海懿添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12%。 

（二） 交易对手方上海建重2020年05月22日成立，其2020年11月30日财务

状况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0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 440,172,101.32 

负债总额 0 

净资产额 440,172,101.32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72,101.32 

是否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上海建重普通合伙人上海懿添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2020年

11月30日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 10,789,588.25 16,257,459.05 

负债总额 278,172.44 6,292,903.10 

净资产额 10,511,415.81 9,964,555.95 

营业收入 7,731,131.84 5,716,980.96 

净利润 1,752,770.72 -546,561.64 

是否经审计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三）除本次投资外，公司与上海建重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公司与上海建重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为：上海CA 8.18%的股权 

公司名称：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291289X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717号1808、1809、1810室 

法定代表人: 黄卫军 

注册资本: 8,65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11月04日 

经营范围：电子认证服务，从事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集成科技专业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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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前主要股东：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7.26%，上



海电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3.85%，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13.79%，

上海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85%，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24.88%，上海点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37%，上海双创宝

励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12.00%，上海联升承业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3%。 

2、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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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出让方获取该资产的情况 

2017年12月7日，公司披露了《泛微网络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公司及子公司点甲创投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对上海CA进行增资，增资后合计持有其

27.25%的股份，具体包括：（1）泛微网络以现金16,804.60万元向上海CA认购其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2,154.4361万元，占上海CA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24.88%；（2）

点甲创投以现金1,597.95万元向上海CA认购其本次新增注册资本204.8655万元，

占上海CA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2.37%。此次增资在上海联交所的组织、监督下

进行，交易价格为18,402.55万元，增资后公司及子公司点甲创投合计持有上海

CA 27.25%股权。 

4、标的公司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5、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07,390,909.74 629,093,287.25 

负债总额 136,026,314.02 147,536,348.18 

净资产额 471,364,595.72 481,556,939.07 

营业收入 173,850,929.09 106,028,893.54 

净利润 36,908,148.62 27,131,889.35 

是否经审计  经审计 未经审计 

6、标的公司2019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二）交易标的交易价款的确定 

1、交易标的交易价款  



本次交易在参考同类业务企业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CA”）

经营情况和市净率的基础上，依据标的公司经营情况、行业发展、市场竞争等情

况，由双方协商定价。根据协议约定，公司转让上海CA8.18%的股权，交易定价

为110,415,314.88元。  

2、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上海CA主要业务围绕网络环境中的身份可信、行为可信、结果可信

需求，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以电子认证、

数字证书、电子签名/印章为核心，为组织提供数字身份认证与管理服务，从而

实现企业安全、合规、高效的业务全流程电子化管理，目前已为数百万家客户提

供专业服务。 

公司2017年投资上海CA，旨在通过战略投资形成业务上的充分融合，为公司

自身的业务整合提供良好的合作基础。在公司投资上海CA以来，双方在技术方案

融合、联合市场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基本达成了投资的业务目标。 

公司投资上海CA，除了期望在业务方面的充分合作之外，也旨在获得相应的

财务收益。结合本次交易，从交易的估值看，公司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投

资标的年化约26%的投资收益，已经达成公司前期投资的财务收益目标。 

本次交易对标的资产的估值为134,982.05万元，对应的市净率为2.86，与

2017年向上海CA公司增资时的市净率1.65相比，已经有了较大提升，该估值已经

体现了上海CA在本公司投资以来在品牌价值、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价值提升。本

次交易估值对应的市盈率为36.57，虽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但已经高

于通常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市盈率，符合公司对标的资产投资的财务目标。 

2017年公司向上海CA增资时上海CA净资产为41,034.23万元，估值为

67,491.02万元，估值溢价率为64.47%，上海CA的主营业务经过三年多发展，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总估值为134,982.05万元，估值溢价率为186.36%。 

综上，本次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主要说明数据如下： 

 

上海CA、北京CA与行业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北京CA 上海CA 软件和信息技术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服务业上市公司

平均值 

资产总额 131,711.36  60,739.09  / 

净资产额 67,961.83  47,136.46  / 

营业收入 79,389.24  17,385.09  / 

净利润 9,852.60  3,690.81  / 

市净率 11.91 2.86 5.09 

市盈率 80.91 36.57 64.12 

 

上海CA估值数据 

单位：万元 

 上海CA净资产 上海CA估值 估值溢价率 

2017年增资时 41,034.23 67,491.02 64.47% 

本次交易时 47,136.46 134,982.05 186.36%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出让方 1（甲方）：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方 2（乙方）：上海点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丙方）：上海建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交易价格及协议事项 

2.1 甲方拟以 78,456,296.88 元价格向丙方转让持有的上海 CA5.81%的股

权，本次转让后甲方仍持有上海 CA19.07%的股权； 

2.2 乙方拟以 31,959,018.00 元价格向丙方转让持有的上海 CA2.37%的

股权，本次转让后乙方将不再持有上海 CA 的股权； 

2.3 本次转让后丙方将持有上海 CA8.18%的股权。 

2.4 甲方及乙方承诺：丙方在此次受让股份后按照持股比例享受所有股

东权利，且上海 CA 原股东其他各方均放弃对甲方及乙方本次所转让股权的

优先认缴权，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不会侵犯任何第

三方的权利。 



各方同意，丙方自本协议生效且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

起成为上海 CA 股东，并根据其受让的上海 CA 股权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

东义务，本次转让后上海 CA 的治理结构相关的具体规定以各股东方签订的

公司章程为准。 

3、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在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应当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以现金方式向

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人民币 110,415,314.88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

壹仟零肆拾壹万伍仟叁佰壹拾肆元捌角捌分），其中向转让方 1：泛微网络

累计支付 78,456,296.88 元（大写：人民币柒仟捌佰肆拾伍万陆仟贰佰玖

拾陆元捌角捌分），向转让方 2：点甲创投累计支付 31,959,018.00 元（大

写：人民币叁仟壹佰玖拾伍万玖仟零壹拾捌元）。 

4、协议生效时间  

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5、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协议任何一方由于违约致使

协议其他各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协议各方在履行协

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二）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手方及其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的财务资金

状况和资信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交易对手方对本次股权交易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较小。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和管理需求，一方面公司 2017 年增资上

海 CA1.84 亿获得上海 CA27.25%股权，成为上海 CA 战略投资者并与其在推进企

业电子化管理方面展开深入合作，此次出售部分资产可以使公司收回前期投资的

部分成本并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公司仍继续持有标的公司部分股权，与

目标公司仍然继续业务合作和市场推进，有助于提升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

促进目标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仍然看好数字身份认证的行业发展前景，希望在

未来的合作中仍然可以获得投资收益。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预计为公司带来5,500万元左右投资收益，为公司业务进一步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公司不存在为上海CA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  

以上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