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9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增资及收购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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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增资及收购协议》目前尚未生效，尚需广州壹杆体育股东会审议通过

后方能生效。 

2、广州壹杆体育的盈利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

能存在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3、广州龙文持有广州壹杆体育 30.77%股权，不是广州龙文的控股子公司，

可能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一、概述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龙文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龙文”）近日与广州壹杆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壹杆体育”）、刘洪签署《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壹杆体育有限公

司、刘洪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及收购协议》）。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广

州龙文以 8,000 万元自有资金认缴广州壹杆体育新增注册资本 4,444.44 万元。

其中：4,444.44 万元计入广州壹杆体育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剩余 3,555.56 万

元计入广州壹杆体育资本公积金（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广

州龙文持有广州壹杆体育 30.77%股权。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

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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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45697521949 



2、成立时间：2011 年 2 月 15 日 

3、注册资本：6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陈永洪 

5、公司住所：广州市从化温泉镇明月山溪大道及第大街 12 号 209 房之二(仅

限办公用途) 

6、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大型活动组织策划

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会、庆典、艺术和模特大赛、艺术节、电影节及公

益演出、展览等，需专项审批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教育咨询服务；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业；市场调研服

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办公设备耗材零售；办公设备耗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7、公司持有广州龙文 100%股权。 

（二）广州壹杆体育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27603209G 

2、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29 日 

3、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黎佩琳 

5、公司住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中路 555 号 213 号铺 

6、经营范围：体育组织;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工艺品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

发;软件批发;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策划创意服务;体育运动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

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会、庆典、艺术和模特大赛 

7、广州壹杆体育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了江苏公正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对广州壹

杆体育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苏公 G【2019】E7002 号《审计报告》。主要财

务数据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0,780,600.45 13,982,799.03 

负债总额 12,274,821.11 8,968,885.32 



净资产 88,505,779.34 5,013,913.71 

项    目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042,326.20 2,165,816.60 

利润总额 -6,586,134.37 --3,525,867.85 

净利润 -6,586,134.37 -3,527,439.52 

8、广州壹杆体育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广州壹杆体育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并出具了京信评报字（2019）第 029 号《资产评估报告》。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

广州壹杆体育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评估结果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8850.59 万元，评估价值为 18054.24 万元，评估增

值 9203.65 万元，增值率 103.99%。 

9、公司、广州龙文与广州壹杆体育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刘洪 

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4527021971****347X，住址为：广西宜州市刘三

姐乡天桥村***。 

刘洪是广州壹杆体育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广州龙文与刘洪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增资及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广州壹杆体育有限公司  

丙方：刘洪 

鉴于： 

1、甲方是一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2、乙方是一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3、丙方是乙方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协议签署前，乙方的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刘  洪 45270219710725347X 4230 42.30% 

黎佩琳 440105197403255122 500 5.00% 

关  晖 440102197103155219 800 8.00% 

胡红波 432402196604272028 300 3.00% 

陈裕英 440103195708102416 300 3.00% 

谢俊明 442529196912055196 150 1.50% 

谢树平 440103196809063019 200 2.00% 

李烨辉 320626196905186021 250 2.50% 

姜继伟 230204197309300716 400 4.00% 

广州云天数据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1440101MA5CLR2AXJ 1770 17.70% 

广州壹玖聚力

体育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91440101MA5CLU3P70 1100 11.00% 

合计 10000 100% 

各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对乙方进行增资（以下合称“本次交易”）的相关事

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本次交易 

1、乙方、丙方同意甲方以 8000 万元（指人民币，下同）认缴乙方新增注册

资本 4444.44 万元。其中：4444.44 万元计入乙方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剩余

3555.56 万元计入乙方资本公积金（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甲方将持有乙方 30.77 %股权。甲方对乙方增资扩股进行股权投资前，乙方的评

估价值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 

2、本次增资及收购完成后，乙方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刘  洪 45270219710725347X 4230 29.28% 

黎佩琳 440105197403255122 500 3.46% 

关  晖 440102197103155219 800 5.54% 

胡红波 432402196604272028 300 2.08% 

陈裕英 440103195708102416 300 2.08% 



谢俊明 442529196912055196 150 1.04% 

谢树平 440103196809063019 200 1.38% 

李烨辉 320626196905186021 250 1.73% 

姜继伟 230204197309300716 400 2.77% 

广州云天数据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91440101MA5CLR2AXJ 1770 12.25% 

广州壹玖聚力体

育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440101MA5CLU3P70 1100 7.62% 

广州龙文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91440101MA5CL0298U 4444.44 30.77% 

合计 14444.44 100% 

3、协议各方确认本次增资和本次收购的价格是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乙方 2018

年度、2019 年 1-3 月审计报告（苏公 G（2019）E7002 号）和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乙方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9）第 029 号）协商确定。乙方、

丙方保证前述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真实、完整、公允地反映乙方的资产、负债、

财务、资产状况和业绩预测，不存在任何遗漏或虚假，不存在前述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所披露的债务以外的担保及其他或有负债。 

第二条 本次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1、本次增资款的支付方式 

（1）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甲方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增资款的

缴付，具体由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分批缴付； 

（2）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准予变更

通知书之日为准。 

第三条 业绩承诺、补偿及股权转让 

1、丙方、乙方承诺 2019 年不亏损，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以下称“业

绩承诺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 1500 万元、

3500 万元、45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2、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审计机构”）对



乙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分别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下同）实际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实际

净利润以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审定的金额为准。 

3、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终止或撤销增资。甲方需要终止或撤销增资的，

应当在增资缴付期限内向乙方和丙方发出通知，终止或撤销增资自通知送达之日

起生效。甲方终止或撤销增资的，丙方同意按甲方实际出资额及年化 13%收益

受让甲方所持乙方股份；乙方应为前述股权转让事宜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前述股权转让事宜乙方和丙方应在甲方通知后 30 天内完成股东会议事程序，丙

方应在甲方通知后 30 天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即配

合乙方和丙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丙方逾期未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的，每逾

期一天应按股权转让总金额的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终止或撤销增资的，

没有缴付的出资将不再缴付，且不构成任何违约，乙方和丙方对此不持有任何异

议。 

4、乙方和丙方未完成任何一年度的业绩承诺，且甲方没有终止或撤销增资

的，乙方和丙方应当按甲方实际出资额的 13%向甲方支付当年度业绩补偿。乙

方和丙方应当在审计机构出具当年度审计报告后 30 天内向甲方支付业绩补偿款。

乙方和丙方逾期未支付业绩补偿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应付业绩补偿款总额的的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四条 交割 

1、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在以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三日内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以下简称“交割手续”）： 

（1）乙方已经作出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指广州壹杆体育有限公司的

所有原有股东）通过，批准本次增资；甲方终止或撤销增资的，由丙方按照甲方

实际出资额及年化 13%收益受让甲方出资所持股份，其他股东放弃平等条件下

的优先受让权；确认丙方代表全体股东，丙方的行为全体股东予以承认有效，全

体股东认可并受本《增资协议》约束。股东会决议作为本协议附件。 

（2）甲方已经做出董事会决议，批准本次增资及本次收购；董事会决议作

为本协议附件。 

2、办理交割手续时，协议各方应各自委派一名授权代表共同配合乙方到其



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本次增资和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本次增资和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准予本次增

资为准。 

4、乙方、丙方保证在交割手续完成前，保持乙方经营的连续性，不会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利润分配或其他形式的权益分配、资产注入、发行债券等

重大事项。乙方现有账面滚存未分配利润，在本次增资及本次收购完成后，由乙

方包含甲方在内的各股东按照本次增资及本次收购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5、除已向甲方书面披露的债务外，乙方因交割日前的原因所发生的负债、

或有负债及行政处罚、赔偿、补缴税款等债务、损失均由丙方以连带责任方式承

担。 

第五条 各方的承诺与保证 

1、乙方、丙方向甲方陈述、保证及承诺如下： 

（1）乙方、丙方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乙方、丙方负责取得乙方的股东会作出的批准本协议及其项下增资及

收购事项的决议，并负责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须的其他授权和批准。 

（3）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对乙方、丙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合同

或承诺； 

（4）乙方、丙方保证乙方 100%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拍卖、查封、转

让限制或拟另行对外处置等情况。 

（5）乙方、丙方保证本次增资及收购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不会发生

因任何来自于第三方提出的异议、诉讼或权利主张而导致甲方遭受损失或行使本

协议项下权利时出现法律障碍。 

（6）乙方确认乙方已取得经营其业务所需的业务经营资质和相关政府许可

文件，该等经营资质和许可文件均不存在已经失效、过期、被吊销的情形。 

（7）乙方保证乙方不存在未向甲方披露的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 

（8）乙方不存在未向甲方披露的保证乙方对外担保，或其他或有负债。 

（9）乙方、丙方保证其提供予甲方以及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的相关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及陈述、确认、声明的相关事项，



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重大遗漏和重大误解的内容。 

（10）乙方、丙方保证乙方的实收资本真实、合法，且其注册资本已由股东

足额缴纳，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行为。 

（12）乙方、丙方保证乙方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代持情形，也

不存在表决授权或受限制的情形。 

2、甲方就本次收购交易向乙方及乙方全体股东丙方陈述、保证及承诺如下： 

（1）甲方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将依

照其公司章程履行签署和执行本协议及其项下增资及收购事项所需的内部决策

程序； 

（2）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对甲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合同或承诺； 

（3）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增资款及收购款。 

（4）甲方保证其所用于此次交易的增资款来源合法。 

第六条 本次交易后的整合 

协议各方同意在本次增资及收购完成后，按照下列约定的原则进行业务、资

源整合，以实现本次交易的双赢目的，各方均认可下列方面的整合与合作对于乙

方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丙方依据业绩承诺，继续勤勉尽责，完成业绩承诺。 

2、甲方向乙方提供必要的财务、人员、管理支持，进行多方面的资源整合，

配合乙方进行扩张。 

3、甲方向乙方提供品牌资源支持。 

第七条 乙方治理结构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协议各方同意乙方治理遵守以下原则： 

1、乙方董事会由 5 名董事构成，其中：甲方有权提名 1 名董事，丙方有权

提名 4 名董事。乙方董事长人选由丙方提名的董事担任；乙方的总经理由乙方董

事会提名担任，并由乙方董事会予以任命。乙方总经理在正常业务范围内决策。 

2、甲方、丙方承诺在乙方股东会或董事会上，按照上述原则批准（并保证

其委派的董事批准）对方提名的董事和总经理人选，且没有正当理由，总经理不

得更换。 

3、乙方财务总监由丙方提名并由乙方董事会聘任。 



4、乙方的法定代表人由丙方提名担任。乙方每月必须向甲方提供符合甲方

要求的财务报表。 

5、除了本协议已经有明确规定之外，在交割手续完成后，乙方与甲方或丙

方及其关联方发生的任何关联交易，均需经另一方委派的董事同意方可进行。本

款关于“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定义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进行确定。 

6、在业绩承诺期内，乙方下列事项相关的议案须经甲方提名的董事同意方

可通过相关决议：否则，致使甲方权益受损的，丙方应赔偿甲方损失。 

(1) 公司章程的修改； 

(2) 提议公司的停业、解散和清算； 

(3) 公司的分立、与其它经济组织的合并； 

(4) 批准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和年度预算和决算案或其修改；  

(5)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 

(6) 修改或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技术研发方向），开展任何新的主营

业务或明显不同于年度经营计划所述的业务，变更公司名称、商标或退出公司目

前经营的任何主营业务； 

(7) 出售公司的全部或主要部分的资产、知识产权或业务； 

(8) 审核公司拟进行的银行贷款或以及相应的担保措施，或年度预算外的任

何借款； 

(9) 公司对外提供任何保证，或在公司资产上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或设定

任何其他形式的担保或对外提供借款。 

7、协议各方同意促使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修改其公司章程。 

第十二条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乙方股东会和甲方董事会

批准本次交易事项后生效。 

2、协议各方就本次增资未尽事宜可进一步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该等补充协

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3、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需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共同签订书面文

件。 

4、因履行本协议而相互发出或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以中国邮政 EMS



特快专递邮寄送达协议一方在本协议中所列明的地址的，寄出次日视为已依法送

达该方，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在有效发送当天即视为送达。协议一方如果在

本协议中列明的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当书面通知协议其他方。本送达方式适用于

争议解决程序。 

5、本协议一式伍份，甲方持有贰份，乙方持有贰份，丙方持有壹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七、签署《增资及收购协议》的主要目的 

广州壹杆体育可以提供体育培训服务，可为公司未来布局的学校类教育机构

提供服务，以增强公司在教育产业的布局。 

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增资及收购协议》尚未生效，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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