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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2 股票简称：云赛智联 编号：临 2019-024 

900901 云赛 B 股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上海塞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嘉电子”）、上海云赛智联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科技”）同为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赛智联、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提升企业资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减少管理层级、

促进智能化产业结构调整，云赛智联将持有的塞嘉电子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

技，同时，塞嘉电子将所持浙江明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成都正通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成都明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技，浙江

明通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广州明顶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

技（以上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拟以 2018年 12月 31 日为基准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交易平

台，按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价格 203,174,547.73元，以协议方式将公司持有的

塞嘉电子 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技。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直接持有塞嘉

电子股份。同时同步完成塞嘉电子所属公司股权转让给信息科技的交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十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云赛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斌华 

成立日期：200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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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五四公路4399号53幢105室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通信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防范

工程，自动化控制工程设计施工，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从事

节能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电子产品制造、加工（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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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 年份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950,160.72 128,287,761.77 

负债总额 99,898,622.34 90,785,208.75 

净资产 44,051,538.38 37,502,553.02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上海塞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来珠 

成立日期：2008年2月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2016号5楼513室 

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网络设备、计算机设备及配件、电子设备、办公设备及耗材、数据终端

设备、通讯设备、音视频设备的批发，计算机软件及电子产品开发和批发，

楼宇智能化工程，商务咨询（除经纪），机电设备租赁（除专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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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嘉电子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 年份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6,550,578.73 399,660,229.38 

负债总额 113,376,031.00 186,704,320.39 

净资产 203,174,547.73 212,955,908.99 

 

2、浙江明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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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缨 

成立日期：2001年4月24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631号晶晖商务大厦15楼A座 

经营范围：网络设备、计算机设备及软件、办公设备及耗材、数据终端设备、

通信设备、音视频器材的销售，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通信信息

系统、智能楼宇系统，会议电子系统工程设计及施工；经营进出口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浙江明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 年份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740,704.73 98,299,608.93 

负债总额 63,399,323.58 71,794,948.03 

净资产 26,341,381.15 26,504,660.90 

 

3、成都正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祝海英 

成立日期：2007年3月29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12号2幢309-310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及电子产品的开发；广播电视设备（不含无线广播电

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社会公共安

全设备、音响设备、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设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

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的销售；电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多媒体设计；商务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凭资质证从事经营）；机电设备租赁。 

成都正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 年份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216,134.71 35,967,423.29 

负债总额 13,477,964.41 24,899,550.26 

净资产 10,738,170.30 11,067,873.03 



 4 

 

4、成都明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祝海英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4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12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及网络系统集成、楼宇智能系统设计、

施工；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设备、办公设备及耗材（不含彩色

复印机）、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点发射设备）。（以上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成都明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 年份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59,011.83 2,251,196.40 

负债总额 97,182.68 57,048.01 

净资产 2,261,829.15 2,194,148.39 

 

5、广州明顶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毅 

成立日期：2011年9月7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53号华乐大厦1206室 

经营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

平台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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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明顶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 年份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04,869.95 4,465,234.13 

负债总额 574,570.77 292,364.88 

净资产 4,030,299.18 4,172,869.25 

 

四、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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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交易平台，按

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价格203,174,547.73元，将公司所持塞嘉电子100%股权转让

给信息科技。塞嘉电子按照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价格26,341,381.15元将所持浙

江明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技、按照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价格

10,738,170.30元将所持成都正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技、按照

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价格2,261,829.15元将所持成都明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技。浙江明通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价格

4,030,299.18元将所持广州明顶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信息科技。 

本次交易均以协议转让方式完成。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在获得董事会批准后，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实施股权转让和受让

工作，协议签署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易合同实施。截至目前，本次

交易暂无合同或履约安排。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签署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关事

项。 

根据劳动法及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此次股权调整不涉及职工安置，公

司现有职工原劳动合同维持不变，继续履行。 

 

六、股权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原股权结构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云赛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塞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明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正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明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明顶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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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股权结构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股权转让有利于智能化业务板块的资质统一、业务

统一、管理统一，有利于提升企业资质和市场竞争力，降低管理成本。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上海云赛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塞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明通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正通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明通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广州明顶合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