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18-110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资入股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

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奇信息”）拟与自然人王建维、自然人王

海营签署《增资入股协议书》，正奇信息、自然人王海营拟分别以自有资金人民

币 400 万元、人民币 80 万元对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洋纪元”）进行增资。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有关规定，由于公司在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对外投资中，尚未过会的对外投资金额

经累计计算已达到董事会的审议标准，因此就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单独提交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本次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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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姓名：王建维 

身份证号码：13068419XXXXXX4973 

住所：河北省高碑店市辛桥乡菊花三台村 136 号 

王建维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8FYT6Y 

3、法定代表人：王建维 

4、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6、营业期限：2017 年 11 月 01 日至 2047 年 10 月 31 日 

7、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白水洼村东 13 幢 1349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

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

发；软件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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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建维 500 100 500 94 

厦门市正奇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 —— 26.6 5 

王海营 —— —— 5.32 1 

合计 500 100 531.92 100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50.1 0.05 

负债总额 628.04 0.55 

净资产 22.06 -0.50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03.58 0.00 

净利润 22.57 -0.50 



标的公司海洋纪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1、近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尚未过会审议的对外投资明细情况如下（不

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投资事项）： 

单位：万元 

时间 公司名称 投资方式 投资金额 

201712 西安丹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 300  

201807 重庆市阿欧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 8.59 

201808 北京龙域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 900 

201809 西藏泰戈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 

201809 西安超斯塔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0 

201809 安徽维致环保纸品有限公司 受让 1075 

增资 1254  

201810 厦门海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 280 

201810 NOVABEYOND TECHNOLOGY(SD)PTE.LTD 新设 8.5 

合计 4925.5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王建维 

乙方：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丙方：王海营 

标的公司：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主要内容 

1、乙方和丙方分别以现金出资方式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其中乙方出资

400 万元，占增资后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5%，丙方出资 80 万元，占增资后标的

公司股权比例 1%，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乙方和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 20 天内，将上述出资款以银行转账方

式分别转入标的公司账户： 

账户名称：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账    号：110931164610201 



开 户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北里支行 

3、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公司的增资及股东变更的

工商登记手续，并向乙方及丙方交付与此相关的权利凭证和资料文件。 

4、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531.92 万元，具体股权结构如下：甲方持股比例 94%，乙方持股比例 5%，丙方

持股比例 1%。 

5、甲乙丙各方同意，标的公司按照如下约定分配利润：甲方 30%、乙方 40%、

丙方 30%。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标的公司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已

开发游戏产品的技术资料、知识产权等）所形成的收益由全体股东按上述约定的

利润分配比例享有。 

6、鉴于乙方和丙方入股后，丙方全面负责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并担任标的

公司总经理，甲方及丙方保证：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净利润不低于

800 万元，若未能达成上述业绩，则甲方及丙方同意按照乙方增资入股的价格受

让乙方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7、若完成上述业绩，乙方在任何时候均有权向甲方和丙方提出收购标的公

司全部股权的意向，且收购价格不高于 PE 估值的 5.5 倍（未来三年利润均值），

甲方和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乙方的收购要求，且需在收到乙方书面收购意向

后 15 天内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相关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具体价格、款

项支付方式等内容以届时各方签订的收购协议为准。 

（二）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安排 

1、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标的公司应成立三人组成的董事会，甲乙丙三方

各提名一名董事； 

2、各方需友好沟通，在合作共赢理念下确保重大决策及发展方向符合各方

利益需要； 

3、丙方负责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甲方负责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三）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在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

协议，但各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

协议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两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

为不必；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2、因甲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保证义务，乙方及丙方有权随时要求解除协议，

要求标的公司及甲方共同承担退还乙方及丙方认缴的出资款、赔偿相应的经济

损失等责任。 

（四）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由各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内部管理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北京海洋纪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产品研发、技术开发为主营业务，

有较强的数字娱乐内容和线上数字娱乐服务开发能力，现拥有多款产品上线运营，

如夜游记、彩虹跳跃、彩色联盟、菲利刹车记、疯狂炼金师、你追我赶、冰雪碰

碰碰、禅意飞机、怪物连环等多款优质的移动互联网游戏产品资源，涵盖移动端

iOS、安卓累计 300W 用户。 

本次拟同时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的自然人王海营是公司下属孙公司霍尔果

斯维斯塔科技有限公司及重庆市阿欧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拥有近十年

互联网行业的从业经验，曾担任赛菲克斯 CEO 和掌游天下合伙人，擅长互联网

广告的推广运营，在互联网领域积累了丰富优质的媒体渠道和资源。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着眼于标的公司所拥有丰富多样的产品资源、不断累积增

长的移动互联网流量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正奇信息及王海营拟通过对标的公司进

行增资并负责管理流量运营、补足海洋纪元的变现运营短板，在充分利用所积累

流量数据分析、团队管理及互联网广告营销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产品内容及用户

特点，通过个性化的广告设计制作，将各种链接、图片和视频等广告做成产品内

容推广给用户，进而实现流量的转化和变现，逐步将标的公司打造成互联网广告

的流量入口，促进标的公司业务增长及各方资源效率的最大化。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http://www.qichacha.com/firm_7061da115aeb416eb5bfc3cafd42babf.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7061da115aeb416eb5bfc3cafd42babf.html


六、备查文件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厦门市正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建维及王海营签署的《增资入股协议

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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