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关注函回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前，因中期集团未大力发展基金销售业务，本次交易标的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4,985.17 元、净利润为-524,341.59 元，请投资者

关注投资风险； 

2.由于本次收购标的公司属于基金销售公司，资产评估机构无法从公开

渠道获得市场成交基金销售公司的各项业务指标，无法使用市场法评估，选

择了资产基础法评估，本次交易评估值 6,395.66 万元，交易价格较本次评估

值溢价 7,604.34 万元，溢价率 118.90%。 

3.通信业务对于公司是一个全新的业务，公司业务转型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19] 第14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对关注函的内容答复如

下： 

1. 收购中期时代 100%股权事项 

（1）2018 年末，你公司披露《关联交易公告》称，拟收购本次交易标的

中期时代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 1.8 亿元，但后续终止了该交易事项。请你



公司结合标的资产近年的经营状况及评估情况，详细说明本次收购一家年收

入不足万元且业绩处于亏损状态的公司的必要性，前后两次交易对同一标的

资产定价差异较大的原因，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定价依据的充分性，本

次交易定价较资产评估值存在较大溢价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的情形，是否存在变相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并对交易标的年收入不足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处于亏损状态、

交易价格较资产评估值有较大溢价等事项进行特别风险提示。同时，请你公

司独立董事论证本次收购的必要性，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交易定价较评估值有较大溢价是否合理公允。 

回复：近十年来，由于公司多次整体重组同一集团控制下的中国国际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未获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支持与核准，公司原有物流、

汽车等经营主业在等待重组的进程中缺乏投入并错失发展壮大的良好市场时

机，逐渐失去市场核心竞争力，公司长期处于现有主营业务规模弱小并严重

亏损的境地。为改变这一现状，2018 年末公司计划通过收购本次交易标的中

期时代 100%股权，拟大力发展基金销售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期间 2019年 1

月 18 日公司又启动了并购重组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工作，所以公司适时终止了收购中期时代 100%的工作。由于期货公司监管政

策的原因，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处于中止状态，能否成功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2019年汽车服务行业举步维艰，公司现有的主业已很难继续维持，

由于公司多年来的发展战略就是转型为金融服务企业，公司在金融人才储备

方面的具有很强的优势，因此公司决定重新启动收购中期时代 100%股权事

宜，大力发展基金销售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收购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当前实际发展情况。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拥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牌照，



目前已与 4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签订代理协议，并已代销 1250 个基金产品，

覆盖了包括货币、债券、股票及混合等全类型产品，搭建了完善的基金销售

与财富管理信息系统，并在中国金融通移动 APP 上建立了移动基金销售平台，

与中国银联、银行、证券、期货等金融同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完全具

备大规模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的良好基础。由于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成

立至今，为了不影响国际期货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中期时代一直没有开展

对外经营，处于经营待命状态。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拟迅速组建基金销售

与财富管理队伍，构建多种销售渠道，大力发展基金销售与财富管理业务，

希望成为未来公司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业务板块。 

公司两次收购定价均是根据市场价格来协商定价，2018 年中期集团与其

他战略投资者拟合作经营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公司，当时商定的合作定价为

1.5 亿元，公司鉴于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可能通过 IPO 上市，公

司面临主业转型的巨大压力，但是考虑到公司多年来重组期货公司金融人才

丰厚的现状，加之公司熟悉金融企业的管理特点，收购并接手经营中期时代

基金销售公司就是上佳选择，通过多次与中期集团协商研究，强烈要求中期

集团必须优先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基于此，中期集团终止了与外来战略

投资者的合作，同意将中期时代 100%股权出让给公司。本次交易前公司曾多

次进行市场询价，尽管几家意向方报价在 10000 万元以上，但都因监管不支

持交易的原因无法过户变更。因此双方经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1.4 亿元（即

不含资产负债的净值为 7645 万元）。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标的为金融

牌照等稀缺资源，其交易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由于资产评估公司无法从公开

渠道获得市场成交基金销售公司的各项业务指标，无法使用市场法评估，选

择了资产基础法评估，受评估方法所限，其评估值远低于市场交易价格，因

此本次交易存在较大溢价。 



独立董事核查：经核查，公司计划进军金融服务领域，大力发展基金销

售业务，需要有证监会颁发的经营牌照，收购标的公司是为实现公司经营转

型计划夯实基础。由于近几年基金销售与财富管理行业的迅猛发展、不断扩

大，公司预计会在保持持续经营能力的基础之上实现盈利，不会对公司经营

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价格是双方在市场交易价格

基础上协商定价，本次交易具有合理性。 

（2）请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的规定，补充披露中

期集团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主要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

及评估情况、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现有关联

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等情况。 

回复： 

（一）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1、中期集团历史沿革：中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20 日，

由姜荣等 2 名自然人共同出资成立，成立时公司名称为北京恒利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800 万元，中期集团控股股东为姜荣。2002 年 6 月，

恒利创新增资至 10,000 万元，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8 月，恒利创新陆续

增资至 70,000.00 万元，恒利创新更名为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 14 日，2009 年 11 月 20 日，中期集团增资至 100,000 万元，目前中期集团

有限公司股东为姜荣，持股 99%，为实际控制人。 

2、中期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中期集团经营范围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出租商业用

房；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推广；



计算机软硬件、耗材、通信设备、电子产品销售；维修通信设备、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手机游戏；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不含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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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内，中期集团主要通过其控股子公司国际期货开展期货相关业务，

以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期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通信业务。 

3、中期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977,860.90 

负债总计 744,669.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3,191.47 

项目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41,732.41 

营业利润 16,533.49 

利润总额 14,995.22 

净利润 7,194.49 

注： 2018 财务数据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

况、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等情况。 

1、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月，由中期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设立，成立时名称为：北京中期世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期世纪”），注册资本 50 万元。2012 年 2月，中期世纪增资至 2,000万元。

2012年 12月，中期世纪更名为“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期时代”）。2014年 5 月，中期时代增资至 7,008 万元并更名为



“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资产”），2018 年 11 月，中

期资产更名为“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时代”）。 

2、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所有者权益合计  63,552,404.04  64,076,745.63 61,673,135.58 54,330,241.58 

本次交易标的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北京中期时代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账面价值为 6,355.24 万元，评估价值为 6,395.66 万元，评估

增值 40.42 万元，增值率 0.64%。 

3、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现有关联交易

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等情况 

回复：中期时代的主营业务为基金销售，通过销售基金收取基金销售费

用盈利，目前该公司无关联交易，该公司客户主要为个人投资者，客户比较

分散。 

（3）截至 2019 年三季末，你公司母公司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 1.34 亿

元，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 1.4亿元。请结合你公司截至目前的资金情况，

详细说明你公司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资金来源及具体安排，是否会对你公司

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本次收购交易对价为 1.4 亿元，其中 6291 万元用于抵偿当前所欠

标的公司款项，现金支付 7709 万元，母公司自有资金可以支付，母公司货币

资金 1.34 亿元，支付本次收购资金及通信业务保证金后剩余 3691万元。从

公司历史情况来看，母公司 2017 年度经营性现金流出为 506 万元，2018 年

经营性现金流出为 852 万元，公司剩余资金可以支持公司运营，而新业务开

展后也会有经营性现金流入，因此公司判断该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



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根据《关联交易公告》，你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培育公司新的利

润增长点，结合标的资产最近一年一期的经营情况，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标的

资产的持续经营能力、与你公司业务存在的协同效应。 

回复：近几年第三方基金销售渠道发展迅猛，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第三

方基金销售行业发展前景广阔。2019年国内资本市场回暖，预计2020年国内

经济将继续保持强韧，宏观经济中长期前景依然向好，展望未来，经济转型

势在必行且终将成功，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未来基金销售与财

富管理业务空间必然更加广阔。同时，我国可投资产千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

已近200万人，可投资产超60万亿人民币（上述数据来源于招商银行和管理咨

询机构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高端财富管理市场

需求十分旺盛。 

公司收购基金销售业务与公司子公司中期财富的私募基金业务可以协同

发展，大力发展基金销售、高端理财等金融服务业务。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拟迅速组建基金销售与财富管理队伍，构建多种销售渠道，大力发展基金

销售与财富管理业务，以实现中期时代基金的持续经营，希望成为未来公司

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业务板块。同时还可以借助国际期货营业部网点及网站

销售基金，与期货公司共享客户，达到与期货业务协同发展。 

 

（5）中期时代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期时代最

主要的资产为其他应收款 7,331.17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99.52%，其中关联

方资金拆借款余额为 7,295.14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 0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

明上述其他应收款项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收对象、期末余额、账龄、



形成原因、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收购完成后，

是否会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如是，请

补充披露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其他应收款情况: 

截至 2019年 9 月 30 日，标的公司应付中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期

集团”）下属子公司中期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移动通信”）39,600.00

元，应付中期移动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移动支付”）10,000,000.00

元，2019 年 10月 31日，中期集团、移动通信、移动支付以及中期时代四方

签署协议，约定将标的公司应付移动通信及移动支付债务合计

10,039,600.00 元债务全部转让给中期集团，标的公司应收中期集团款项最

终为 62,906,632.61 元。 

根据 2019年 12月 13 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本次收购交易对价为 1.4

亿元，其中 6291 万元用于抵偿当前所欠标的公司款项，其余部分采用现金交

易，收购完成后，控股股东所欠标的公司款项能结清，预期不会形成控股股

东资金占用. 

（6）请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经核查，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属于基金销售行业，符合公司拟转

型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战略，中期时代拥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牌照，

基金销售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之前由于中期集团将业务重点放在经营期货业

务上，为了不影响国际期货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中期时代一直没有开展对

应收对象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  72,946,232.61  1 年以内 资金拆借 是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5,144.87  1-2 年 代垫款项 是 

合计  72,951,377.48     



外经营，处于经营待命状态，本次交易之后公司将迅速组建基金销售团队，

积极开展基金销售工作，并与公司子公司中期财富的财富管理业务及国际期

货的期货业务达到协同发展作用，实现中期时代的大力发展。按照公司的经

营计划，预期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 与中期移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事项 

（1）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的规定，补充披露中期移

动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

据；补充报备签订的《“中期通·移动通信 5G 智慧卡”的战略合作协议》。 

回复： 

（一）中期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2014 年 5月 22日，中期集团与中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控股”）

共同签署《公司章程》，同意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成立中期移动，中

期集团持股 90%，中期控股持股 10%。 

（二）主营业务情况 

中期移动的经营范围为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通过转

售方式提供的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在全国转售中国联通的蜂窝移动通信业

务）；软件开发；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软件；计算机系统

服务；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近三年内，中期移动主要通过转售方式开展移动通讯服务业务。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中期移动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9,447.81 

负债总计 14,476.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71.10 

项目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695.57 

营业利润 -4,169.00 

净利润 -4,417.90 

注：中期移动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 2 )深圳中期承诺首个运营周期内运营不低于 100 个万号段，且协议签

署生效后的一周内，一次性向中期移动支付 2,000 万元人民币保证金。结合

主营业务、产业经验、资金实力、经营战略等，请你公司说明开展本次合作

业务的主要考虑与必要性，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与现有主营业务之间

的协同关系，是否具备开展上述业务所需的技术与人才储备，上述安排的可

实现性，同时分析开展该业务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并对存在的不确定性进

行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经过十几年重组国际期货，公司及子公司深圳中期的人员对现代

金融服务业比较熟悉，并且在金融 IT业务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公司的

发展战略是转型金融服务行业，未来金融科技与移动通信 5G 业务的结合发

展、金融服务的移动化应用也是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公司适度切入 5G

智慧通信业务，未来转型金融服务业务后，可以打造移动金融、移动财富管

理模式，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3）结合你公司截至目前的资金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支付保证金的资

金来源及具体安排、是否会对你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回复：公司目前自有货币资金可以支付该保证金，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你公司称计划以中期移动通信 5G 智慧大数据综合业务为载体，发行

“金融通 996”卡，后续公司计划与中国国际期货、中期医疗及其各类医疗机

构、保险公司、金融公司等合作。请你公司说明 “金融通 996”卡的功能特

点，你公司是否具有发行“金融通 996”卡的资质以及是否已与上述相关企

业形成合作意向。 

回复：“金融通 996”卡由深圳中期独家定制，由中期移动通信发行，

深圳中期全面销售，以达到资源整合，满足客户多方位需求。中期移动通信

是工信部批准并持牌的移动虚拟运营商，具备发行“金融通 996”5G 智慧卡

的资格，在公司 2020 年经营转型计划中，“金融通 996” 5G 智慧卡将包含

通信、金融、保险、医疗等多项服务项目，并与中期医疗、国际期货、银行、

证券、保险等公司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结合本次公司收购中期时代基金销

售公司完成，公司通过大力拓展“金融通 996”5G 智慧卡业务，为公司转型

金融服务业奠定雄厚的客户积累及金融科技经营基础。 

（5）请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经核查，深圳中期与移动通信的业务合作，合作模式为移动通信

提供各类资源以及移动通信业务开展所需的业务系统支撑等服务，深圳中期

建立相关团队与运营体系，开展运营“金融通 996”5G 智慧卡服务，双方在

此基础上业务分成，深圳中期投入的成本主要为团队建设及销售渠道的推广

费用。公司目前面临的现状是原有主业已经很难继续维持，而公司的重组工

作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面临巨大的业务转型压力，5G智慧通信与移动

大数据业务正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公司控股股

东拥有工信部颁发的移动通信业务正式经营牌照的资质，有相关业务便利，



上市公司转型发展 5G 智慧通信与移动大数据业务虽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

总体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5日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前，因中期集团未大力发展基金销售业务，本次交易标的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4,985.17元、净利润为-524,341.59元，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2.由于本次收购标的公司属于基金销售公司，资产评估机构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市场成交基金销售公司的各项业务指标，无法使用市场法评估，选择了资产基础法评估，本次交易评估值6,395.66万元，交易价格较本次评估值溢价7,604.34万元，溢价率118.90%。
	3.通信业务对于公司是一个全新的业务，公司业务转型存在不确定性。
	1. 收购中期时代100%股权事项
	（1）2018年末，你公司披露《关联交易公告》称，拟收购本次交易标的中期时代100%股权，转让价格为1.8亿元，但后续终止了该交易事项。请你公司结合标的资产近年的经营状况及评估情况，详细说明本次收购一家年收入不足万元且业绩处于亏损状态的公司的必要性，前后两次交易对同一标的资产定价差异较大的原因，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定价依据的充分性，本次交易定价较资产评估值存在较大溢价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是否存在变相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交易标的年收入不...
	回复：近十年来，由于公司多次整体重组同一集团控制下的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未获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支持与核准，公司原有物流、汽车等经营主业在等待重组的进程中缺乏投入并错失发展壮大的良好市场时机，逐渐失去市场核心竞争力，公司长期处于现有主营业务规模弱小并严重亏损的境地。为改变这一现状，2018年末公司计划通过收购本次交易标的中期时代100%股权，拟大力发展基金销售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期间2019年1月18日公司又启动了并购重组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所以公司适时终止了收购中...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拥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牌照，目前已与4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签订代理协议，并已代销1250个基金产品，覆盖了包括货币、债券、股票及混合等全类型产品，搭建了完善的基金销售与财富管理信息系统，并在中国金融通移动APP上建立了移动基金销售平台，与中国银联、银行、证券、期货等金融同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完全具备大规模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的良好基础。由于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成立至今，为了不影响国际期货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中期时代一直没有开展对外经营，处于经营待命状态。本次收购...
	公司两次收购定价均是根据市场价格来协商定价，2018年中期集团与其他战略投资者拟合作经营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公司，当时商定的合作定价为1.5亿元，公司鉴于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可能通过IPO上市，公司面临主业转型的巨大压力，但是考虑到公司多年来重组期货公司金融人才丰厚的现状，加之公司熟悉金融企业的管理特点，收购并接手经营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公司就是上佳选择，通过多次与中期集团协商研究，强烈要求中期集团必须优先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基于此，中期集团终止了与外来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同意将中期时代100%股...
	独立董事核查：经核查，公司计划进军金融服务领域，大力发展基金销售业务，需要有证监会颁发的经营牌照，收购标的公司是为实现公司经营转型计划夯实基础。由于近几年基金销售与财富管理行业的迅猛发展、不断扩大，公司预计会在保持持续经营能力的基础之上实现盈利，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价格是双方在市场交易价格基础上协商定价，本次交易具有合理性。
	（2） 请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的规定，补充披露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等情况。
	回复：
	（一）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中期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3、中期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等情况。
	1、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由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成立时名称为：北京中期世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世纪”），注册资本50万元。2012年2月，中期世纪增资至2,000万元。2012年12月，中期世纪更名为“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时代”）。2014年5月，中期时代增资至7,008万元并更名为“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资产”），2018年11月，中期资产更名为“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时代”）。
	2、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交易或权益变动及评估情况
	3、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等情况

	（3） 截至2019年三季末，你公司母公司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1.34亿元，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1.4亿元。请结合你公司截至目前的资金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资金来源及具体安排，是否会对你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本次收购交易对价为1.4亿元，其中6291万元用于抵偿当前所欠标的公司款项，现金支付7709万元，母公司自有资金可以支付，母公司货币资金1.34亿元，支付本次收购资金及通信业务保证金后剩余3691万元。从公司历史情况来看，母公司2017年度经营性现金流出为506万元，2018年经营性现金流出为852万元，公司剩余资金可以支持公司运营，而新业务开展后也会有经营性现金流入，因此公司判断该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 根据《关联交易公告》，你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结合标的资产最近一年一期的经营情况，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标的资产的持续经营能力、与你公司业务存在的协同效应。
	（5） 中期时代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期时代最主要的资产为其他应收款7,331.17万元，占资产总额的99.52%，其中关联方资金拆借款余额为7,295.14万元，计提减值准备0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项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收对象、期末余额、账龄、形成原因、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收购完成后，是否会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如是，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其他应收款情况:
	截至2019年9月30日，标的公司应付中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期集团”）下属子公司中期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移动通信”）39,600.00元，应付中期移动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移动支付”）10,000,000.00元，2019年10月31日，中期集团、移动通信、移动支付以及中期时代四方签署协议，约定将标的公司应付移动通信及移动支付债务合计10,039,600.00元债务全部转让给中期集团，标的公司应收中期集团款项最终为62,906,632.61元。
	根据2019年12月13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本次收购交易对价为1.4亿元，其中6291万元用于抵偿当前所欠标的公司款项，其余部分采用现金交易，收购完成后，控股股东所欠标的公司款项能结清，预期不会形成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6）请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经核查，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属于基金销售行业，符合公司拟转型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战略，中期时代拥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牌照，基金销售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之前由于中期集团将业务重点放在经营期货业务上，为了不影响国际期货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中期时代一直没有开展对外经营，处于经营待命状态，本次交易之后公司将迅速组建基金销售团队，积极开展基金销售工作，并与公司子公司中期财富的财富管理业务及国际期货的期货业务达到协同发展作用，实现中期时代的大力发展。按照公司的经营计划，预期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
	2. 与中期移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事项
	（1）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的规定，补充披露中期移动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补充报备签订的《“中期通 移动通信5G智慧卡”的战略合作协议》。
	回复：
	（一）中期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二）主营业务情况
	（三）主要财务数据

	( 2 )深圳中期承诺首个运营周期内运营不低于100个万号段，且协议签署生效后的一周内，一次性向中期移动支付2,00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结合主营业务、产业经验、资金实力、经营战略等，请你公司说明开展本次合作业务的主要考虑与必要性，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与现有主营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是否具备开展上述业务所需的技术与人才储备，上述安排的可实现性，同时分析开展该业务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并对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经过十几年重组国际期货，公司及子公司深圳中期的人员对现代金融服务业比较熟悉，并且在金融IT业务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公司的发展战略是转型金融服务行业，未来金融科技与移动通信5G业务的结合发展、金融服务的移动化应用也是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公司适度切入5G智慧通信业务，未来转型金融服务业务后，可以打造移动金融、移动财富管理模式，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3）结合你公司截至目前的资金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支付保证金的资金来源及具体安排、是否会对你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公司目前自有货币资金可以支付该保证金，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你公司称计划以中期移动通信5G智慧大数据综合业务为载体，发行“金融通996”卡，后续公司计划与中国国际期货、中期医疗及其各类医疗机构、保险公司、金融公司等合作。请你公司说明 “金融通996”卡的功能特点，你公司是否具有发行“金融通996”卡的资质以及是否已与上述相关企业形成合作意向。
	回复：“金融通996”卡由深圳中期独家定制，由中期移动通信发行，深圳中期全面销售，以达到资源整合，满足客户多方位需求。中期移动通信是工信部批准并持牌的移动虚拟运营商，具备发行“金融通996”5G智慧卡的资格，在公司2020年经营转型计划中，“金融通996” 5G智慧卡将包含通信、金融、保险、医疗等多项服务项目，并与中期医疗、国际期货、银行、证券、保险等公司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结合本次公司收购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公司完成，公司通过大力拓展“金融通996”5G智慧卡业务，为公司转型金融服务业奠定雄厚的客户...
	（5）请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经核查，深圳中期与移动通信的业务合作，合作模式为移动通信提供各类资源以及移动通信业务开展所需的业务系统支撑等服务，深圳中期建立相关团队与运营体系，开展运营“金融通996”5G智慧卡服务，双方在此基础上业务分成，深圳中期投入的成本主要为团队建设及销售渠道的推广费用。公司目前面临的现状是原有主业已经很难继续维持，而公司的重组工作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面临巨大的业务转型压力，5G智慧通信与移动大数据业务正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公司控股股东拥有工信部颁发的移动通信业务正式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