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80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18-050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迪岸双赢集团有限公司剩余51%股权 

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传媒板块布局，加强板块协同效应，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经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 7 月 9 日，杭州联络互动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络互动”或“公司”）与迪岸双赢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股东（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迪岸双赢”）签署了《股权收购协

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拟以现金 138,975 万元收购标的公司相关股东所

持的 51%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联络互动将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手方： 

1、李挺    身份证号码：11010319730523****     持股比例 19.7544% 

2、支运成  身份证号码：34220119750123****     持股比例 9.3607% 

3、张建文  身份证号码：11010619621025****     持股比例 7.4241% 

4、潘芳琴  身份证号码：32050119750205****     持股比例 2.5823% 

5、孙涛    身份证号码：14240119820515****     持股比例 2.2272% 

6、张军    身份证号码：11010219770228****     持股比例 2.2272% 

7、西藏汇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7.4241% 

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名称 西藏汇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及办公

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创业基地大楼 329 号 

法定代表人 陈风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5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40126MA6T2XCT9P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

项目】 

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3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250.34 8,250.40 

负债总额 4,000.00 0 

所有者权益合计 8,250.33 8,250.40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06 9,066.37 

净利润 -0.06 8,250.40 

以上各方合称为乙方，以上各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迪岸双赢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3号楼 2层 B-0364房间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财富中心写字楼 A座 3301 

法定代表人 孙涛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9月 7 日 



 

主营业务 代理、发布广告；广告设计、制作；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广告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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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岸双赢致力于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营销解决方案，服务内容包括全国机场媒

体营销、城市综合户外媒体营销和品牌全案整合传播及数字新媒体营销，拥有北

京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和武汉天河机场航站楼媒体经营权，机场媒体网络资

源辐射北京、广州、重庆和西安等全国 30 多个机场，户外媒体业务更是覆盖全

国 60 个多城市、300 多个商圈市场，囊括大牌、LED、地铁、灯箱、社区海报、

影院等主流户外广告媒体形式，并掌握了大量地标级场景广告资源。长期与北京

杰尔思行广告有限公司、凯帝珂广告（上海）有限公司等 4A 广告代理公司保持

良好的合作关系，主要服务对象行业包括汽车制作及销售、通讯产品、金融、房

地产、食品饮料、文化旅游、传媒等行业，最终服务的客户包括华为、三星、万

科、中央电视台、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和品牌。 

（二）、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收购前股份比例（%） 本次拟收购比例（%） 收购后股份比例（%） 

1 李挺 19.7544 19.7544 0 

2 张军 2.2272 2.2272 0 

3 孙涛 2.2272 2.2272 0 

4 张建文 7.4241 7.4241 0 

5 
西藏汇睿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7.4241 

7.4241 
0 

6 支运成 9.3607 9.3607 0 

7 潘芳琴 2.5823 2.5823 0 

8 联络互动 49.00  100 

合计 100 51 100 

（三）、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802.91 105,613.62 

负债总额 63,407.13 68,406.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395.77 37,207.20 



 

营业收入 37,408.53 160,715.48 

营业利润 5,596.14 25,724.31 

净利润 5,127.21 22,091.00 

注：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

具了天职业字[2018]10703号审计报告。 

（四）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18]第 1213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 100%股

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273,271.08 万元。 

1、收益法评估结果 

迪岸双赢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105,613.62 万元，总

负债为 68,406.4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37,207.2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为 36,917.93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73,271.08 万元，评估增值

236,353.15万元，增值率 640.21%。 

2、市场法评估结果 

迪岸双赢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105,613.62 万元，总

负债为 68,406.4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37,207.2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为 36,917.93万元。 

市场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77,538.14 万元，增值额为

246,856.84万元，增值率为 668.66%。 

3、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73,271.08 万元，市场法评估后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77,538.14万元，两者相差 10,503.69万元，差异率为 3.84%。 

采用市场法评估，需要选择交易案例，对比分析被评估单位与可比公司的财

务数据，并进行必要的调整。被评估单位及可比公司主要通过向客户提供广告媒

介服务及营销服务，采买、售卖广告媒体资源，获得商业收入及利润。对于该类

公司而言，媒体资源整合能力、客户关系以及运营团队等业务指标对估值影响较

大，而上述因素难以量化调整。另外由于可比公司公开的业务信息、财务资料有

限，对上述因素的差异很难精确调整，在市场法估值中不能完全反映。 



 

而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仅考虑

了各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

的贡献，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经营资质、公司的管理水平、人

力资源、客户关系、营销网络、要素协同作用等。采用收益法对目标公司进行价

值评估，公司的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估值基于被评估单位的规模及利

润增长情况和企业自由现金流规模，受市场影响较小。根据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

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较全面、客观地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根据上述分析，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迪岸双

赢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273,271.08 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收购协议》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股权收购协议》由联络互动与李挺、支运成、张建文、潘芳琴、孙涛、张

军及西藏汇睿等七名交易对方（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于 2018 年 7 月 9 日签署。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资产收购的标的资产为由李挺等七名自然人持有的迪岸双赢 51%股权，

标的资产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为基准日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为定价依据并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18]第 1213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采用收

益法的评估值为 273,271.08 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资产 51%股权的作价为

138,975万元。 

（三）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的方案为联络互动以现金对价方式购买李挺等七人合计持有的标

的公司 51.00%股权，购买的交易对方具体出资额、相应的出资比例和支付对价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现金支付对价 

1 李挺 1975.44 19.7544%     53,830.74  

2 支运成 936.07 9.3607%     25,507.91  

3 西藏汇睿 742.41 7.4241%     20,230.67  

4 张建文 742.41 7.4241%     20,230.67  

5 潘芳琴 258.23 2.5823%      7,036.77  

6 孙涛 222.72 2.2272%      6,069.12  

7 张军 222.72 2.2272%      6,069.12  

合计 5,100.00 51.00% 138,975.00 

联络互动本次现金对价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筹集的资金。 

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联络互动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100.00%股权，并依法行

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承担股东责任。 

联络互动应当按照下述约定将前述所列现金对价支付至交易对方指定账户： 

（1）在联络互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0 个工作日之内，联络互动向

交易对方支付人民币 27795 万元，作为首期股权收购款，完成标的公司 10.2%的

股权交割； 

（2）在联络互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120 个工作日之内，联络互动

向交易对方支付人民币 83385 万元，作为第二期股权收购款，完成标的公司剩余

股权交割； 

（3）限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在标的公司完成 2018、2019 年利润承诺

后，联络互动向交易对方支付人民币 13897.5 万元作第三期股权收购款； 

（4）受限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在标的公司完成 2020 年度利润承诺后，

联络互动向交易对方支付剩余人民币 13897.5 万元元作为第四期股权收购款。 

（四）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1、生效 

本协议在签署后即对双方有约束力，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法人）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本次交易经联络互动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2、变更 

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 

3、终止 

（1）本协议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可在生效前终止； 

（2）本协议签署后 12 个月内如生效条件未能全部成就，除非双方同意延长，

则本协议终止。 

（五）违约责任条款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

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

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2、《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由联络互动与李挺等七名交易对方（以下简称“补偿

义务主体”）于 2018 年 7 月 9 日签署。李挺等七名合计持有迪岸双赢 51%股权的

股东同意对迪岸双赢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以下简

称“盈利预测补偿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

简称“扣非净利润”）实现情况作出承诺，并就实际实现扣非净利润不足承诺扣

非净利润的情况对联络互动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 

（二）预测净利润数、净利润承诺数 

根据标的资产《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24,480 万元、29,376 万元和 35,000 万元。 

基于以上，补偿义务主体承诺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 24,480 万元、29,376 万元



 

和 35,000 万元。 

（三）净利润实现数及其与净利润承诺数差异的确定 

本次收购完成后，应在业绩承诺期间各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由双方

共同确认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

审核报告（下称“专项审核报告”），确认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下称“净

利润实现数”）以及净利润实现数与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四）补偿数额的计算 

补偿义务主体承诺，业绩承诺期间，根据专项审核报告，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的，就两者差额部分，乙方应

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间根据本协议补偿义务主体应进行补偿的，当期补偿金额按如下

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

利润实现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标的资产总对价－累

积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计算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

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根据本协议补偿义务主体应对联络互动进行补偿的，补偿义务主体需在收到

联络互动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30 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至联

络互动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本协议项下补偿义务主体各自补偿金额根据补偿义务主体各自持有标的公

司股权相对比例确定。 

双方同意，如因下列原因导致业绩承诺期间内补偿义务主体出现应予以补偿

约定情形的，双方可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对本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予以调整：

发生签署本协议时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包括但不

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战争、骚乱、罢工

等社会性事件，以及全球性或全国性的重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上述自然灾害、

社会性事件或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导致标的公司发生重大经济损失、经营陷入停



 

顿或市场环境严重恶化的，双方可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协商减轻或免除

业绩承诺方的补偿责任。 

（五）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联络互动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

内由双方共同确认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

核报告。若标的资产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已实际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主

体应向联络互动另行补偿。 

减值测试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减值测试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减值额

－累积已补偿现金金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总对

价。 

（六）后续业绩预期期间及相关激励安排 

为激励标的公司管理团队在业绩承诺期满后继续增强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增

厚联络互动上市公司业绩，双方同意将 2021 年度作为后续业绩预期期间（“后续

业绩预期期间”），根据标的公司在后续业绩预期期间累积净利润（经由双方共同

确认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实现情况确认是否对标的公司管理团队进行奖励。 

双方确认，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且补偿义务主体已切实履行其盈利承诺补

偿义务后，联络互动根据标的公司在后续业绩预期期间累积净利润实现情况确认

是否对标的公司管理团队进行奖励。所谓“补偿义务主体已切实履行其盈利承诺

补偿义务”，包括：（1）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不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或者（2）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但补偿义务主体已相应按本协议足额以现金补偿。 

标的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预期数为人民币 3.2 亿元。标的公司管理团队是

指业绩预期期间截至当期期末在职的标的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

及双方共同确认的标的公司其他人员。 

如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在后续业绩预期期间累积净利润实现数高于截至



 

当期期末标的公司在后续业绩预期期间累积净利润预期数， 2021 年以净利润的

20%作为对标的公司管理团队的奖励基金（相关奖励的实施以不违反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前提）。由联络互动与补偿义务主体协商具体奖励方式。

无论如何，上述奖励合计最高不得超过联络互动本次就购买标的资产支付交易对

价的 20%。 

如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在后续业绩预期期间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截至

当期期末标的公司在后续业绩预期期间累积净利润预期数，则就实现数与预期数

之间差额（扣除补偿义务主体在业绩预期期间已实际补偿金额，如有），由补偿

义务主体对联络互动进行等额现金补足。 

在逐年计算业绩预期期间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金额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

当年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补偿义务主体根据本协议对联络互动进行补偿的，相关补偿以联络互动尚未

支付的后续股权收购款人民币 1 亿元作为补偿上限。 

如 2021 年的业绩预期利润均完成，则自 2022 年始，此后会计年度联络互动

以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40%作为对标的公司管理团队的奖励。奖励方式由

联络互动届时另行确定。 

（七）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所作出的

承诺与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

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八）协议的生效、变更、修改和转让 

本协议自《股权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本协议的变更和修改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义务的

部分或全部。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和影响及风险 



 

本次交易的主要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司传媒板块布局，加强板块协同效应，增

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对上市公司有积极影响： 

1、迪岸双赢致力于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营销解决方案，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

资深广告人，并与杰尔思行、电通、恒美、哈瓦斯和凯帝珂等4A广告代理公司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服务客户包括华为、三星、TCL、中央电视台、淘宝（中

国）软件有限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支付

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和品牌。 

上市公司和迪岸双赢的媒介资源和优质客户资源协同，线上线下资源的对

接、双方原有客户群的融合以及上市公司融资优势和标的公司广告运营管理优势

的互补，都将有效促进上市公司流量的变现以及广告业务的进一步扩张。此外，

公司新兴业务如跨境电商、智能硬件、文化传媒等本身需要大量媒介资源进行推

广，而形成稳定流量后该等业务亦可成为良好的媒介资源或流量入口，业务协同

性显著。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各项业务和广告业务的互相渗透和协同

发展，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2、迪岸双赢截至2017年末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105,613.62万元、37,207.20

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160,715.48万元、22,091.00万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规模都将得以提升，提升上市公司

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根据《股

权收购协议》，迪岸双赢2018年度至2020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不低于24,480万

元、29,376万元和35,000万元,如果上述利润预测目标如约完成，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3、迪岸双赢未来以机场媒体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到高铁、CBD和楼宇媒体，

上市公司将为迪岸双赢未来的扩张提供可靠的融资渠道和资金优势，支持迪岸双

赢进一步发展。 

本次交易主要的风险： 

1、审批风险：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能否获得通

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审批风险。 



 

2、标的资产估值风险：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是以标的公司股权的评估结

果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本次标的公司迪岸双赢 100%

股权的整体评估值为 273,271.08 万元，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为 36,917.93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640.21%。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收益法是基于一系列假设并

基于对未来的预测，标的资产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标的资

产业务发展市场前景、管理能力、客户资源、规模优势等方面的价值未在账面充

分体现。但未来宏观经济和行业环境的变化、标的公司自身的经营决策等因素都

将对标的公司未来年度收益预测的实现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

情况不符，提请投资者注意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3、标的公司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由于市场竞争加剧、标的公司市场

开拓未达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标的公司可能存在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尽管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方案可以较大程度地保障上

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降低收购风险，但如在未来年度标的公司在被上市公

司收购后出现经营未达预期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盈

利规模。 

4、收购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迪岸双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上市公司一方面将保持迪岸双赢原经营团队稳定性和经营策略持续性；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将凭借成熟的经营理念和规范管理制度，在战略发展、治理

结构、财务、人员等方面加强对迪岸双赢的指导和支持，防范和化解其业务发展

期中可能出现的业务风险及管理风险，提高标的公司管理和经营水平。为充分发

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需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上述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商誉减值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上市公司本次交易购买迪

岸双赢 51%股权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因收购迪岸

双赢 51%股权将产生较大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完

成后形成的商誉将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



 

迪岸双赢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可能存在商誉减值的情形，从而对上市公司

当期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6、标的公司经营风险：通过集中采购机场媒介资源向需要发布广告的代理

商或客户收费，是标的公司目前主要业务之一。目前标的公司主要拥有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机场广告灯箱等媒介，未来争取的机

场包括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等。该等媒介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

的方式取得，签约期限 1 至 3 年不等，若未来标的公司无法持续取得机场媒介资

源，将对标的公司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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