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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7-106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收购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3.1154%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本次交易方案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股份”、“上市公司”或“公

司”）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收购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即以自筹资金

33,803.97 万元收购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易股份”）

56.3401%的股权。上述交易后，公司持续与博易股份其他股东持续进行洽谈协

商，现拟以现金 25,524.91 万元收购博易股份 43.1154%的股权。 

本次交易方案为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博博易股份 43.1154%股权。目前，

公司与博易股份本次交易对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完毕。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博易股份 99.4553%的股权。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博易智软（北京）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模拟合并报表审计报告》（CAC 证审字[2017]0480 号），以及开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

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开元评

报字[2017]328 号），完成资产剥离后的博易股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0,258.55

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购买的 43.1154%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25,524.91

万元。 



2 

（二）会议审议情况 

2017 年 8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收购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3.1154%股权的议案》。独立

董事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上市公司和本次交易对方之前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其中，关于上市公司前次交易及本次交易合计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2016 年度/2016.12.31 成交金额 相关指标的

选取标准 上市公司 微盟科技 博易股份 微盟科技 博易股份 合计金额 

总资产 664,836.80 41,310.01 14,420.72 

119,972.14 59,328.88 

179,301.02 

26.97% 

净资产 467,920.79 16,474.98 9,231.41 38.32% 

收入 215,828.08 32,769.54 10,764.13 43,533.67 20.17% 

根据上表计算结果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第十二条的规

定，公司本次资产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股东 

姓名 性别 国籍 

张麾君 女 中国 

张强 男 中国 

石中献 男 中国 

陈刚 男 中国 

魏冰梅 女 中国 

唐力 男 中国 

周海荣 男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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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股东 

1、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3218752T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 号 6 层 710-44  

执行事务合伙人 明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2、上海霆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42398282G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沈梅路 99 弄 1-9 号 1 幢 4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凯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 

3、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086592413M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 88 号 2-2233 室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创业投资咨询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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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59467904K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中小企业园 2 号楼 239 号房屋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为创

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和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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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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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8018638282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 15 层 C1513 房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浦耀信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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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10105MA002GT143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92 号-4 至 24 层内 21 层 2106 

法定代表人 张培清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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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913100000576401648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奎照路 443 号底层 

法定代表人 马成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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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标的（博易股份剥离华财征信后的 43.1154%股权）的基本

情况 

（一）概况 

公司名称：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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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 号 1 号楼 1-24-120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凯 

注册资本：2330.623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

统集成；销售自产产品；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维修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租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二）股权结构 

本次股份转让前，根据上市公司与博易股份部分交易对方前期已经签订的

协议，博易股份在前次交易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天马股份（尚待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56.3401% 

2 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058% 

3 张麾君 9.8577% 

4 张强 5.6336% 

5 石中献 0.9171% 

6 上海霆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3634% 

7 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512% 

8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488% 

9 陈刚 2.8748% 

10 魏冰梅 1.8807% 

11 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79% 

12 
工银瑞信投资－工商银行－工银瑞投－鑫和新三

板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628% 

13 张志超 0.5447% 

14 唐力 0.6878% 

15 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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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海荣 0.0865% 

合计 100.0000% 

本次股份转让后，博易股份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天马股份 99.4553% 

2 张志超 0.5447% 

合计 100.0000% 

（三）博易股份的财务简要数据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审计基

准日出具的《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模拟合并报表审计报告》（CAC

证审字[2017]0480 号），博易股份完成对华财征信的剥离后，最近一年及一期的

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4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40,954,140.95  126,599,884.38  

资产总额 146,045,065.93  130,994,890.04  

流动负债 49,846,529.80  36,270,034.84  

负债总额 49,846,529.80  36,270,034.84  

所有者权益 96,198,536.13  94,724,855.2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96,088,069.71  94,504,956.96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67,184,249.11  107,641,274.44  

营业利润           1,809,094.27            19,217,044.03  

利润总额           1,820,412.67            21,488,036.20  

净利润           1,471,409.30            17,892,755.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80,841.12  17,917,857.26  

（四）交易标的本次的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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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天马轴

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7]328 号），本次评估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博易股份（剥离华财征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博易股份经审计后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4,543.54 万元，负债为

4.732.12 万元，净资产为 9,811.43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博易股份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1,898.51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2,087.09 万元，

增值率为 21.27%。采用收益法确定的博易股份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0,258.55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50,447.12 万元，增值率为 514.17%。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下的确定的博易股份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最终结果。 

（五）博易股份在不同评估方法下评估结论差异较大的原因及最终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的原因与合理性 

开元评估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出具了《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

购所涉及的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除评估报告已有表述“两种评估方法考

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单项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重

建的市场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拥有的商誉、

市场和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团队、特殊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无形资产

在内的企业整体的综合获利能力”外，收益法评估值与资产基础法评估值差异的

主要原因系： 

（1）收益法充分考虑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及可以采取的管理优化措施，

对标的公司的未来预期的净现金流量进行合理预测并折现的收益法评估价值，较

能客观反映标的公司的价值。 

（2）资产基础法则是从重置资产角度出发，假设按现行市价重置购买标的

公司基准日账面上的资产和负债，是着眼于标的公司已有的资产和负债组成。

对相关资产对未来收益的贡献，没有进行合理的量化分析。 

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逻辑基础，出发的角度、评估思路、选用参数等方面

的不同，综合影响，造成了评估价值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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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收益法评估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资产在

未来预期的净现金流量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出评估值，而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建立在企业营运收益的基础上的，能够充分反应经营优势

和销售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价值。因此，收益法的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果是合理的，本次评估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六）博易股份的业务运营情况 

博易股份主要从事商业智能系统软件的研究、开发、销售、咨询和服务。

针对不同客户业务需求的差异性，博易股份相应地开发定制各种软件及解决方

案，进而将客户现有的数据进行搜集、挖掘、管理和分析处理，帮助企业客户

的各级决策者做出更加有利的决策。博易股份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明确，没

有发生过重大变化。 

（七）股权是否存在权属限制 

博易股份参与本次交易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2017 年 8 月 9 日，上市公司与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张麾君、张强、石中献、上海霆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刚、魏冰梅、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工银瑞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唐力、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周海荣签署了《关于博易智软

（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及交易价格 

交易双方确认，博易股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60,258.55 万元。参照

整体估值，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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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转让股份及价款如下表所示： 

受让方 转让方 转让股权 转让方式 转让价款（元） 

天马股份 

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7.2058% 现金收购 43,234,503.00  

张麾君 9.8577% 现金收购 59,146,135.00  

张强 5.6336% 现金收购 33,801,524.00  

石中献 0.9171% 现金收购 5,502,558.00  

上海霆赞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3634% 现金收购 32,180,233.00  

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6512% 现金收购 26,046,492.00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6488% 现金收购 3,633,500.00  

陈刚 2.8748% 现金收购 17,248,605.00  

魏冰梅 1.8807% 现金收购 11,284,217.00  

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79% 现金收购 9,116,284.00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工商银行－

工银瑞投－鑫和新三

板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628% 现金收购 6,511,611.00  

唐力 0.6878% 现金收购 4,126,922.00  

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0.5174% 现金收购 2,897,694.00  

周海荣 0.0865% 现金收购 518,823.00  

合计 43.1154%  255,249,101.00  

（三）支付方式及时间： 

本次博易股份的支付价款采用分期支付的方式进行。 

1、天马股份向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张麾君、张强、

石中献、上海霆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陈刚、魏冰梅、唐力、周海荣支付价

款采用如下分期支付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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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马股份同意在本协议生效日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前）七个工作

日内向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支付第二条所述转让价款的 30%（第一笔价款）；天

马股份同意于不迟于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转让予天马股份

的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向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支付第

二条所述转让价款的 40%（第二笔价款）。第一笔价款和第二笔价款以下合称“首

付款”。 

（2）对于转让价款与首付款的差额（以下简称“考核价款”），各方同意根

据博易股份于 2017、2018 和 2019 年度（以下简称“考核年度”）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和扣除非经常性的税后净利润为准，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与各方同意的

下列基准净利润的关系的情况按下列方式分期支付： 

①博易股份 2017、2018 和 2019 年各年度基准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4,000

万元、5,200 万元和 6,800 万元； 

②天马股份就任一考核年度应支付的考核价款=考核价款×该考核年度实

际净利润与该考核年度基准净利润之低者/2017、2018 和 2019 年三年基准净利

润之和；然而，如博易股份于任一考核年度实际净利润不足该考核年度基准净

利润的 50%的，天马股份就该考核年度应付的考核价款为零。 

2、天马股份向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工银瑞信投资－工商银行

－工银瑞投－鑫和新三板 4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博易股份的股票）、北京浦和赢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支付价款采用如下分期支付的方式进行： 

（1）天马股份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交割日前）七个工作日内向博易

股份的交易对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二条所述转让价款的 40%； 

（2）天马股份同意于不迟于交割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向博易股份的交

易对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二条所述转让价款的 60%。 

（四）过渡期间的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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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承诺，在过渡期内非经天马股份书面同意不投票赞

成博易股份开展以下事项： 

（1）因非正常经营需要而同意承担债务或资金支付； 

（2）对资产设定任何抵押、质押； 

（3）放弃重大权利或豁免他人的债务或资产无偿转移； 

（4）发生任何资产出售、置换、收购或兼并事项； 

（5）设立子公司或使用博易股份资金进行股票、基金投资； 

（6）对外借贷或担保，包括向关联方的借贷和担保； 

（7）变更注册资本或者股权结构； 

（8）博易股份进行重要人事（指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副总经理以上的高层

管理人员）安排或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9）在建工程有重大财务、人事及进度变化时，需及时与天马股份沟通，

经本意向书各方协商解决。 

2、博易股份于过渡期产生的盈利由天马股份享有，亏损则由博易股份的交

易对方和其他股东承担。在天马股份收购标的资产的交易完成后，天马股份有

权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过渡期内博易股份或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如

果过渡期内博易股份产生亏损，则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应就该亏损金额*标的资

产的股份数量/23,306,233 的金额对天马股份进行现金补偿。 

此外，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天马股份协议约定，如届时鑫和 4 号

资管计划已进入清算期则无需按本条约定向天马股份进行现金补偿。该项审计

应在交割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通知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否则工银

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需再按上述约定通过鑫和 4 号资管计划对或有的亏损

进行补偿。 

3、过渡期间如若博易股份进行现金分红，则由标的资产出售方按照其各自

于本次交易前在博易股份的持股比例承担博易股份分红所导致的博易股份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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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减少金额，并相应扣减本次收购价款。 

4、博易股份本次的其他交易对方须保证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不会出现任何

重大不利变化。 

5、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间，博易股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交易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五）标的资产的交割 

交易各方应在本协议正式生效后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积极配合办理完毕

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1、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承诺投票赞成博易股份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 

2、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承诺投票赞成博易股份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3、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承诺书面放弃天马股份收购博易股份其他股东的股

权的优先认购权； 

4、修改博易股份的公司章程，将天马股份合法持有股权情况记载于博易股

份的公司章程中； 

5、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签订符合股权变更相关要求的相关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6、向有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标的资产股东及持股情况变更的有关手续。 

其中，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

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配合办理的交割手续不包括上述“2/3/4/5”等条款

的约定，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配合办理的交割手续除不包括上述

“2/3/4/5/6”等条款的约定外，应包括促使博易股份变更股东名册。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时间 

1、协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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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以最后一个条件

的满足日为准）正式生效。 

（1）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2）博易股份已经完成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摘牌以及变更为有限

责任公司的全部法定程序。 

（3）博易股份的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博易股份股东会通过决议，

批准博易股份的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转让给天马股份。 

其中，天津天创保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浦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

合九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签订协议的

生效条件不包括上述第（2）款中关于博易股份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约定以及

上述第（3）款的约定。 

2、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自满足上市公司与交易各方签订的上述的各项先决条件生

效之日起计算，至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事项最终全部完成日止。 

3、协议变更 

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协议。 

4、协议终止 

在以下情况下，本协议终止： 

（1）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2）本协议一方有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条款的行为发生，导致协议的目的不

能实现的； 

（3）受不可抗力影响，一方可依据协议规定终止本协议； 

（4）法律、法规认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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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交易的资金来源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马轴

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博易股份股东全部权

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11,898.51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博易股份股东全

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60,258.55 万元。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以收益

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即博易股份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 60,258.55 万元。 

经双方协商并以评估值为基础，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为 25,524.91 万元。本

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收购事项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了公司业务的转

型升级，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3、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

微盟科技及博易股份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将

继续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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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意见； 

3、《关于博易智软（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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