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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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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将所持天海云汇

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云汇”）100%股权、深圳天海认知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认知”）100%股权，出售给非关联方上海云

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荀”），合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资产出售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运营成本及资产负债率，提升持续经营能

力，将所持天海云汇 100%股权、天海认知 100%股权，出售给非关联方上海云荀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 元。 

本次资产出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上海云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 251号一幢一层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09-2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计算

机系统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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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交易对方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信息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业务。 

3、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天海云汇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2、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 251号一幢一层  

3、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7 年 9月 30日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主营业务：从事信息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智能化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

品、通讯设备、办公设备、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办公

用品、家用电器的销售,机械设备安装、维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计算

机软件开发,计算机数据处理服务,货物运输代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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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持股情况：公司持有天海云汇 100%股权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交易标

的产权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除本次交易所涉评估外，上述交易标的最近 12 个月内未曾进行资产评估、



增资、减资或改制。 

8、财务情况：标的公司 2018年度及 2019 年 7月 31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7月 31日 

资产总计 467,724,603.27 7,854,467.26 

负债总计 569,242,626.84 110,987,693.59 

净资产 -101,518,023.57 -103,133,226.33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7月 

营业收入 10,378,840.98 205,105.55 

营业利润 -88,236,373.32 -1,615,202.76 

利润总额 -88,236,373.32 -1,615,202.76 

净利润 -88,236,373.32 -1,615,202.76 

上述 2018年、2019年 1-7财务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

【中审亚太审字（2019）020723号】《审计报告》。  

（二）深圳天海认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2、注册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3、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17 年 9月 28日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主营业务：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技术开发；人工智能

开发；机器人、物联网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供

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网络信息

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的技术转让；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通信产品的开发与销售；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及周边产品的研发与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物业管

理；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展示策划；票务代理,酒店预订,经济贸

易咨询；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7、公司持股情况：公司持有天海认知 100%股权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交易标

的产权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除本次交易所涉评估外，上述交易标的最近 12 个月内未曾进行资产评估、

增资、减资或改制。 

8、财务情况：标的公司 2018年度及 2019 年 7月 31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7月 31日 

资产总计 65,132,369.16 63,256,795.74 

负债总计 78,976,310.34 82,827,247.82 

净资产 -13,843,941.19 -19,570,452.09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7月 

营业收入 54,677,584.82  

营业利润 -17,046,898.10 -5,726,510.91 

利润总额 -17,046,898.10 -5,726,510.91 

净利润 -17,046,898.10 -5,726,510.91 

上述 2018年、2019年 1-7财务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

【中审亚太审字（2019）020724号】《审计报告》。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交易价格 

公司以人民币 1 元价格出售所持有的天海云汇 100%股权。 

公司以人民币 1 元价格出售所持有的天海认知 100%股权。 

（二）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天海云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以 2019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

A16-0045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天海云汇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0,313.32万元。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A16-0045 号】，天海云汇

至 评 估 基 准 日 ， 净 资 产 账 面 价 值 为 -103,133,226.33 元 ， 评 估 值 为

-103,133,226.33元，无评估增减值，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785.45 785.45 0 0 

非流动资产 0 0 0 0 



资产总计 785.45 785.45 0 0 

流动负债 11,098.77 11,098.77 0 0 

非流动负债 0 0 0 0 

负债总计 11,098.77 11,098.77 0 0 

所有者权益 -10,313.32 -10,313.32 0 0 

2、天海认知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以 2019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

A16-0046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天海认知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955.80万元。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19）A16-0046 号】，天海认知

至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957.05 万元，评估值为-1,955.80 万元，

增值额为 1.25万元，增值率为 0.06%，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5,565.91 5,565.86 -0.04 0 

非流动资产 759.77 761.07 1.29 0.17 

资产总计 6,325.68 6,325.68 1.25 0.02 

流动负债 8,282.72 8,282.72 0 0 

非流动负债 0 0 0 0 

负债总计 8,282.72 8,282.72 0 0 

所有者权益 -1,957.05 -1,955.80 1.25 0.06 

（三）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天海云汇、天海认知将不

再是公司子公司。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将与上海云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天海云汇信息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深圳天海认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一）《天海云汇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签署方： 

甲方（转让方）：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云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公司持有的天海云汇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 



3、转让价款：人民币 1元 

4、股权及债权交割日：甲方股东大会批准且乙方执行董事批准日 

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或声明、保证和承诺条款，即构成

违约，均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二）《深圳天海认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签署方： 

甲方（转让方）：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云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公司持有的深圳天海认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3、转让价款：人民币 1元 

4、股权及债权交割日：甲方股东大会批准且乙方执行董事批准日 

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或声明、保证和承诺条款，即构成

违约，均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三）出售资产其他安排 

天海云汇、天海认知相关主营业务已停止运营，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

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有利于聚焦主营业务 

天海云汇收入主要来源于与服务收入及基于网络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和配

套硬件销售，前期投入成本巨大且一直未能实现可观的现金流入，并造成亏损，

基于此，2019年已停止相关业务经营。 

天海认知收入主要来源于基于建立大数据平台的硬件（含智能手机）、软件

销售以及航空销售平台、APP、风控管理的 IT 技术开发和维护，经营收入毛利率

低，同时开发的智能外呼、智能酒店等业务投入巨大，营业收入无法覆盖相关成

本，处于亏损状态，基于此，2019年已停止相关业务经营。 

本次两家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公司运

营成本，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全体

股东和公司利益。 

（二）对公司业绩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主体名称 
2018年度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847.60 是 

出售标的 

天海云汇 -8,823.64 是 

天海认知 -1,704.69 是 

小计 -10,528.33 - 

 

参照 2018 年及 2019 年 7 月 31 日对出售标的的审计情况，出售标的经营亏

损，本次股权转让预计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指标，预计 2019 年度合并报表净利

润将增加约 1,700万元。 

（三）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及资产负债率，

提升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四）本次交易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天海云汇、天海认知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七、本次交易应履行的审议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出售资产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

出售资产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北京华亚正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分别进行了评估，在协议签署双方的协商下，定

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