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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拟使用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人民币19,999,989.70

元认购重庆灵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狐科技”）非公开定向增发普

通股73.8007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10元/股。此次拟认购的股票无锁定期。 

2、本次交易系怡亚通以战略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公司前期受让了灵狐

科技老股东转让的177万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怡亚通将合计持有灵狐科技

股份数量为250.8007万股，占其总股本的8.43%，交易完成后怡亚通将成为灵狐

科技第三大股东。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不构成风险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公司参与灵狐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需经公司及灵狐科技双

方签署完成并经灵狐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生效。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灵狐科技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含）4,060,000股，募集资金的总额不

超过（含）人民币110,000,000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以灵狐科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核准的方案为准）。本次股票发行采

用非定向定价方式，发行价格为27.10元/股。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灵

狐科技的每股净资产、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公司资产质量等多种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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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人民币

19,999,989.70元参与认购灵狐科技本次非公开定向增发的普通股数量为

73.8007万股，公司前期受让了灵狐科技老股东转让的177万股股份。本次认购完

成后，怡亚通将合计持有灵狐科技250.8007万股，占其总股本的8.43%，本次交

易完成后怡亚通将成为灵狐科技第三大股东。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风险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灵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9号财富园财富一号A栋6楼 

3、法定代表人：金羽中 

4、注册资本：人民币2765.9368 万元 

5、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和销售；数据库开发与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以上经营范围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公司经营情况： 

产品类型：数字营销服务、电商营销服务、移动营销服务。 

产品名称：以微信为主的社会化媒体粉丝整合营销服务、互联网公关传播服

务 、互动营销服务 、移动互联营销服务 、电商战略咨询服务 、电商平台建设

服务 、电商运营服务 、电商数据挖掘服务 、企业电商培训服务等。 

灵狐科技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营销、电商营销、移

动+微信营销服务，截止2016年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10903.15万元，同比增长

42.01%；实现营业利润572.79万元，净利润493.11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671.57万元，同比增长134.45%。 

随着传统行业对于互联网+的全民接纳，互联网营销逐渐成为大中型品牌企

业的刚需，整个互联网营销环境和市场获得空前发展。凭借这一历史机遇，以及

公司的业务布局、客户积累，灵狐科技2016年上半年的业绩获得较好增长，突出

表现移动营销业务板块。报告期内，灵狐科技加大了对营销服务的工具、解决方

案及产品的投入，是对其业绩达成最有力的支撑。比如建立了灵狐之翼子公司专



门推进以微信为主的移动互联网业务，研发了“券券糖”微信客户关系管理平台，

为聚合企业的粉丝会员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在电商流量整合营销+运营的方向上，

取得“MM豆”电商流量优化平台的软件著作权，并达成与华硕、海尔、霍尼韦尔

等客户的合作；在大数据领域，灵狐科技建立了“保罗”保罗大数据系统——企

业大数据私有云解决方案，并获得了软件著作权认证，提升灵狐科技基于大数据

的智慧营销；大力推进移动营销内容创新，通过采用HTML5（简称H5）H5技术为

北京银行、民生银行、信诚人寿、知豆汽车、海尔、联想、伊利等客户提供了趣

味十足的H5创意营销与聚集用户传播，用户聚合能力与转化率之高获得客户一致

好评。另一方面，以H5技术自主研发的藏宝海湾、英雄换防两款游戏获得软件著

作权认证。  

7、投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截止2016年12月27日，金羽中持有股份比例为15.18%，是标的公司第一大股

东，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也较低，且股东人数较多，因此标的公司无控股股东。 

截止2016年12月27日，标的公司前十大股东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比（%） 

1 金羽中 4,198,692 15.18 

2 杨涛 3,019,018 14.53 

3 重庆中科普传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5,761 7.25 

4 林栋梁 1,649,078 5.96 

5 袁梦 1,331,999 4.82 

6 重庆本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86,716 4.29 

7 张曦苑 1,282,000 4.64 

8 宫晓静 1,235,183 4.47 

9 王怀宝 1,223,242 4.42 

10 重庆新发现科技有限公司 1,213,644 4.39 

11 其他 71 名法人或自然人股东 9,314,035 33.67 

合 计 27,659,368.00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怡亚通将成为灵狐科技第三大股东，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

权模拟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比（%） 

1 金羽中 4,246,584 14.27 

2 杨涛 3,019,018 10.15 

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508,007 8.43 

4 重庆中科普传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5,761 6.74 



5 林栋梁 1,419,078 4.77 

6 张曦苑 1,282,000 4.31 

7 宫晓静 1,235,183 4.15 

8 重庆新发现科技有限公司 1,213,644 4.08 

9 重庆本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86,716 3.99 

10 石岩 1,154,350 3.88 

11 其他 67 名法人或自然人股东 11,634,790 39.10 

12 其他增发对象 1,357,009 4.56 

合 计 29,754,384.00 100 

 

8、最近一年财务指标（包括不限于资产总额、负债净营业收入和利润等。） 

项目（单位：元）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6,983,418.18 129,022,259.94 113,650,793.46 

负债总额 42,935,449.31 39,905,394.47 62,406,243.66 

所有者权益 94,047,968.87 81,146,352.47 42,936,725.68 

项目（单位：元）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09,031,541.16 190,347,901.95 144,333,865.08 

利润总额 6,731,827.83 23,878,497.95 16,029,636.30 

归属净利润 6,715,718.04 20,774,426.79 11,682,156.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

润 
- 20,682,554.32 10,821,594.04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发行人）：重庆灵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条款 

（1）甲方拟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发行种类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发行方式：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发行价格： 27.10元人民币/股。 

认购方式：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人。 



（2）乙方拟本次股票认购方案 

认购数量：乙方拟认购本次发行股票73.8007万股。 

认购价格：27.10元人民币/股。 

认购方式：乙方全部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条所约定的股票。 

认购资金总额及支付方式：本次发行乙方认购资金总额为19,999,989.70元

人民币。 

限售安排：甲方对本次发行的股份不作限售要求，乙方对本次认购的股份不

作自愿锁定的承诺。 

（3）定向增发后续事宜安排：此次定向增发完成后，乙方可以委派1名董事

进入甲方董事会；此次定向增发完成后，甲方监事会由7名监事组成，其中乙方

推选1人，并相应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 

（4）合同生效条件 

当同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本协议立即生效：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完

成；本次股票发行经甲方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1）依托原有传统优势业务，通过收购整合快速进入互联网营销传媒领域 

怡亚通作为中国唯一的全程供应链服务提供商，以全球视野，整合优势资源，

创新商业模式，构建了全方位的全球整合型供应链服务平台。公司准确寻找到快

消品渠道下沉和经销商经营痛点，成为快消品分销渠道重塑者，业务规模迅速成

为国内第一，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供应链金融、终端营销等增值服务，打造物流、

商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供应链生态圈。 

投资整合灵狐科技在互联网营销传媒方面的现有技术、资源、团队及客户等，

快速进入互联网营销传媒领域，推动公司的纵向一体化发展。 

（2）通过收购整合实现外延式发展是合理的策略选择 

互联网营销行业具有一定的进入壁垒，如优质媒体资源及大型客户资源难以

在短时间内获得、人才储备需要培养积累等，这些壁垒决定了上市公司通过并购

重组的方式进入互联网营销传媒行业是较为合理的策略选择。通过收购整合，可

以快速获得标的公司的媒体资源、客户资源、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等，并能够通



过自身优势进一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提供品牌、管理、资金、平台支持，

实现资源协同效应，强化竞争优势。 

（3）抢占数字营销，实现上市公司战略规划关键布局 

投资灵狐科技将占领巨大流量和媒体资源价值，提高对媒体渠道资源的掌控

能力，灵狐科技储备了国内优质渠道媒体资源，为广告主提供专业的移动端精准

营销服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优质媒体渠道资源的深入合作，

提高对媒体渠道资源的掌控能力，优化客户结构。 

2、风险评估 

（1）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灵狐科技的股权，本次增发的估值是投前7.5亿，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较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人民币94,047,968.87元，

截止于2016年6月30日）增值较大。 

（2）整合风险 

在保持灵狐科技独立运营的基础上，不排除成立合资公司，实现优势互补，

双方将在品牌宣传、市场拓展、技术开发等方面实现更好的合作，但由于双方在

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管理方式、经营特点和企业文化，双方后续整

合是否能有效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存在整合风险。 

（3）人员流失风险 

灵狐科技总体而言拥有稳定、高素质的市场营销、研发团队和管理团队对公

司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持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的稳定性是灵狐科

技保持未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灵狐科技的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都持有灵狐科技的股份，同时，推出

了高级管理人员长期激励计划，并与核心技术与管理人员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和

保密协议。上述安排均有利于降低核心人员的离职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发后，公司持有灵狐科技8.43%的股权，系实现公司外延式发展的重

要举措。通过对灵狐科技的投资，将拓宽在产业链的产品线与商业生态圈的功能，

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供应链领域积累的资源，以灵狐科技为业务平台拓展互联网

营销领域业务，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的资本回报率。 



交易方案设置合理、风险可控。 

六、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目前正在履行协议签订及相关流程。 

七、备查文件 

《重庆灵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