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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3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可儿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儿教育”或“目标公司”），以面向幼儿园所提供管理运

营支持等服务为主。鉴于国内学前教育行业新政出台，并在各地逐步落地实施，

可儿教育未来的经营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减轻重大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

不确定性影响，保护上市公司利益角度出发，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3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刘可夫、回声签订《关于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向刘可夫、回声转让可

儿教育的 7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 2017 年 8 月公司收购可儿教育 70%股权

时的交易对价 3.85 亿元为基准，扣除可儿教育历年已向公司分红的 8,161.80

万元后，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可儿教育 7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 30,338.20 万

元。 

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不涉及关联交易和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尚需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如本次交易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

持有可儿教育股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刘可夫，男，身份证号：1101081962********，住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

刘可夫先生是可儿教育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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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 

回声，女，身份证号：1102241968********，住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回

声女士是刘可夫先生配偶，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 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97688430Y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10 号 3 号楼 15 层 17 层 1701-68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电脑图文设

计、制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

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礼仪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销售文具用品；出版物零售。（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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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刘可夫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8 日 

经营期限 2009 年 12 月 8 日至 2039 年 12 月 7 日 

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0 70 

2 刘可夫 450 30 

合计 1,500 100 

2、目标公司的股权质押、提供担保、委托理财情况 

2017 年 12 月，公司以目标公司的 7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100 万元的并购贷款，贷款

期限不超过 5年，用于支付或置换前期公司收购目标公司 70%股权的部分对价款，

目前并购贷款本金余额为 16,170 万元。如本次交易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股

权交割过户前，公司将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归还上述并购贷款本金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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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办理股权解押及过户完成。 

公司未对目标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其进行理财，也不存在目标公司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3、目标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目标公司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审计，2019年1-9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最近一年

及一期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145,492.79   38,483,476.02  

营业利润 52,357,697.25  26,292,553.67  

净利润 42,012,964.80    23,826,374.54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352,085.06     84,860,384.54  

负债总额  39,389,909.97    35,351,834.91  

净资产 60,962,175.09   49,508,549.63  

应收账款 8,704,100.00  8,884,360.00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23,929.28  -7,629,348.57  

4、公司获得目标公司股权的时间、方式和价格 

公司于 2017 年 8月 28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

民币 3.85 亿元收购赣州高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可儿教育 70%

股权。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可儿教育 70%股权，可儿教育成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 

业绩承诺人对可儿教育的业绩承诺：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为利润承诺期，可儿教育的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以下

业绩承诺额及最低业绩承诺额： 

项目 2017 年净利润 2018 年净利润 2019 年净利润 

业绩承诺额 3,846万元 4,400万元 5,328万元 

最低业绩承诺额 3,846万元 4,070万元 4,4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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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儿教育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可儿教育2017、2018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众会字（2018）第2716号”、“众会字（2019）第3696

号”，可儿教育的业绩承诺人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可儿教育2017、2018年度累

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列示如下： 

2017、2018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 2017、2018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差异 累计承诺完成率 

8,246 万元 8,386 万元 140 万元 102%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转让方）：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乙方一和乙方二共同构成受让方）： 

乙方一：刘可夫 

乙方二：回声 

2、定价依据、成交金额： 

本次交易定价以2017年8月公司收购目标公司70%股权时的交易对价3.85亿

元为基准，扣除目标公司历年已向公司分红的8,161.80万元后，经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目标公司7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30,338.20万元。 

3、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具体支付方式和进度如下： 

（1）协议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为

2,000万元； 

（2）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合计为6,218万元，乙方应于2021年6月30日前支付

给甲方。 

（3）第三笔股权转让款合计为7,550万元，乙方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以

双方另行约定的时间、金额、支付方式分笔支付给甲方。就第三笔股权转让款，

乙方将以其或第三方资产的所有权和/或使用权（以下简称“担保物/权利”）作

为担保。具体担保的内容、担保物/权利的范围，以甲、乙双方及第三方另行签

署的约定为准。如乙方在到期日前无法支付全部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甲方有权选

择以担保物/权利作价折抵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或处置（自行或要求乙方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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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物/权利后以处置所得优先受偿，或要求乙方继续支付。  

（4）第四笔股权转让款合计为145,702,000元，由乙方于协议签署后可分笔

支付给甲方，但每年度应支付金额不少于20,814,571.40元。第四笔股权转让款

首期款支付时间不迟于2020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为“第四笔首期款支付日”），

后续每年支付时间应不晚于第四笔首期款支付日起以后每满一年对应的日期。除

协议另有约定外，第四笔股权转让款全部款项支付完成时间不应迟于2026年12

月31日。 

（5）如乙方就上述款项分笔支付，应注明每笔款项的用途，如果因其没有

注明款项用途导致甲方而无法区分款项对应哪一笔股权转让款的，甲方有权在协

议约定的支付时点，按照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笔股权转让款的顺序计算，即

款项在满足该时点应支付的前一笔股权转让款金额时，如有剩余，则剩余金额计

算为后笔股权转让款，以此类推。 

4、乙方为股权转让款支付提供的陈述、承诺与保证： 

（1）乙方一、乙方二承诺就协议项下义务相互之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乙方承诺，目标公司股权根据协议变更完成(商事备案登记）后，同意

将目标公司51%股权（以下简称为“拟质押股权”）质押给甲方，并于前述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有关部门提交股权质押手续，用于担保协议项

下乙方义务的履行，担保期限至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总价款及违约金、

罚息（如有）之日止。乙方不得为乙方其他债务在拟质押股权上重复设定担保。 

5、交割先决条件： 

甲方已取得对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内部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董事会和/

或股东大会； 

目标公司已作出有关同意签署协议和批准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 

6、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并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股权转让协议》生

效后，原业绩承诺随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成一并终止，公司将不再持有可儿教育

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更，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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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国内学前教育行业新政出台，并在各地逐步落地实施，可儿教育未来的

经营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减轻重大行业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本次转让可儿教育股权有利于公司及时收回投资资

金及公司未来的发展。 

本次交易定价以公司2017年8月收购可儿教育70%股权时的交易对价3.85亿

元为基准，扣除可儿教育历年已向公司分红的8,161.80万元后，经协商确定，可

儿教育7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30,338.20万元。因此，在现金流收支方面，本次

转让可儿教育股权可以保障上市公司关于可儿教育股权的现金总支出和总收入

基本持平，公司对可儿教育的投资不构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在会计核算方面，经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确认投资

损失约60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股权交易受让方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具备

履行协议资金支付的能力，且股权受让方同意将目标公司51%股权质押给公司，

用于担保《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义务的履行，以降低款项收回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4、《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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