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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2019-084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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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

事会七届十次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明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明软件”）拟与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明伟业”）、石民、陈章、纪洪强五方（以下简称“合作方”）签订《合资

合同》，拟共同出资 2,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全面智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名

称以工商核定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全面智能”或“标的公司”）。北明软件

出资 1020 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权 51%；北明伟业出资 440 万元，占标的公司

股权 22%；石民出资 200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权 10%；纪洪强出资 170万元，

占标的公司股权 8.5%；陈章出资 170 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权 8.5%。 

2、对外投资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事项合作方北明伟业为本公司 5%以上大股东，为本公司关联法

人；石民先生于 2018年 10 月至 2019 年 9月期间任公司副总经理，为本公司

关联自然人；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经

股东大会批准。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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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李锋先生、应华江先生、徐卫波先

生回避表决。 

二、北明软件及各合作方介绍 

1、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 1号北明软件大楼 7、8 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锋 

注册资本：73,87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北明软件 100%股份 

2、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永引渠南路 18 号院 1 号楼 1 层 A101-A102 

成立时间：2010 年 11月 24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锋 

注册资本：3,15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5810633T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北明伟业实际控制人为李锋先生、应华江先生和徐卫波先生。北明控股

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截止 2019 年 12 月 10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13.61%，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北明伟业是一家投资型公司，自身无具体业务经营，近三年业务发展比

较平稳。2018 年度和 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分别为-283.79万元和 146.58 万

元；2018 年度末和 2019 年 6 月末净资产分别为 4255.17 万元和 4401.7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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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石民先生 

身份证号：【110108**********59】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330楼 3门 505 号】 

石民先生于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9 月期间任公司副总经理，为本公司

关联自然人。 

4、陈章先生 

身份证号：【310115**********30】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嘉善路 169弄 26 号 101室】 

5、纪洪强先生 

身份证号：【610113**********78】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山花路 108弄 5号 402 室】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合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出资方式：北明软件以软件著作权及现金出资，其中以软件著作权出

资 560 万元，以现金出资 460 万元，其余各合作方均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

均为自有资金。 

北明软件用于本次出资的“检察院智能办案系统 V1.0”、“桌面应用流程

机器人软件 V1.0”、“网页流程机器人软件 V1.0”四项软件著作权已经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民信”）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9）第 138 号），上述

四项软件著作权评估值为 560万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全面智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 197 号二层 E3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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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其他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互联网

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网吧）；计算机整机制造；其他计算机制造；

计算机零部件制造；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数字

内容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贸易代理；互联网出版；知识产权服务（含专利

代理服务）；电气设备批发；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不含网吧）；其他互联

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子出版物出版；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务业；呼叫中心（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动画、漫画设计、制

作；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贸易经纪

与代理；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

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经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教育辅助服务（不含教育培训及出

国留学中介、咨询等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其他未列明的教育服务（不含教

育培训及其他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公证业务咨询服

务；法律咨询；市场调查；商务信息咨询；教育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

留学中介、咨询等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会议及展览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以工商注册为准）】 

股权结构：北明软件出资 1020 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权 51%；北明伟业出

资 440 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权 22%；石民出资 200 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权 10%；

纪洪强出资 170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权 8.5%；陈章出资 170万元，占标的公

司股权 8.5%。 

3、投资进度：2039 年 11月 30日前，合作方全额缴纳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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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理结构：董事会由四名董事组成，三名董事候选人由北明软件推荐，

一名董事候选人由北明伟业推荐，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3 年，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北明软件推荐，董事会聘任；不

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子公司北明软件与北明伟业及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本

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北明软件以知识产权及现金出资，其中知识产权已经过

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其他各方均以等价现金形式出资。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当前各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全面智能将以流程自动化产品和增强智

能技术解决方案为核心帮助企业实现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服务。  

（1）目前全球企业大都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一是人力成本的不断飙

升带来了企业经营成本的不断增加；二是业务的快速发展导致企业内部流程

纷繁复杂，工作效率的提升跟不上业务的发展速度。因此，通过有效的技术

手段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不断提升业务流程的自动化程度和员工的工作效

率，已然成为全球企业家们迫切需要思考并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 

（2）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已上

升国家战略，更在2017、2018以及2019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人

工智能。 

（3）北明软件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是完全自主研发，自主开

发，自主可控的中国知识产权。 

由此可见，目前进入 RPA 市场不仅是一个好的时机，更是一个迫切的时

机。同时，结合北明软件传统业务、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等资源的积累，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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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智能公司打造成为公司从事该业务的唯一平台，能够使得公司 RPA 业务得

以迅速的发展，并且通过生态体系的建立，能够使全面智能公司成为客户们

重要的业务伙伴。 

全面智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将为客户提供高水平“智能+”服务，构建

专业化、体系化的解决方案；主动合作、联合创新，与客户、合作伙伴一起

共同服务中国市场客户，共同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打造中国国产

RPA知名品牌公司。 

2、存在的风险 

（1）来自于国际知名品牌和国内新兴品牌的竞争。伴随中国的人工智能

浪潮，中国本土 RPA 正在强势崛起，而国外的 RPA 品牌，也在通过不同的方

式进行在国内市场的渗透。这些软件及互联网企业，在研发技术上都有各自

的积累，为他们在相关技术上的继承和串联，奠定了基础，也给本公司全面

智能业务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2）客户接受程度有待提高。RPA 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跨系统的操作，解

决大量重复的工作。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在，RPA 自动化技术已成

为众多国内企业优秀的流程自动化解决方案。但部分客户对 RPA 的了解还不

够充分，对于 RPA 的接受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3）新技术替代的风险。RPA 作为一个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当我们不

断对 RPA 进行探索和创新的时候，会有更多新的需求和挑战出现。全面智能

将向自动主动的方向发展，以适应客户的需求，确保产品的迭代更新，保持

产品的先进性。 

3、对公司的影响 

（1）提升公司技术含量并完善业务布局。以人工智能技术趋势为契机，

发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相关知识产权的核心竞争力优势，提升公司科技含量，

优化软件业务布局。 



7 

 

（2）结合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提供机器人研发和生态建设服务，构

建专业化、体系化的解决方案，主动合作、联合创新，与客户、合作伙伴一

起共同服务中国市场客户，打造中国国产 RPA知名品牌公司。 

（3）全面智能公司的设立将对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北明伟业、石民先生累计已经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 2019 年 11 月底，公司与北明伟业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2328.59

万元，其中，为北明软件及爱意生活租赁北明伟业之子公司北京盛世繁花国

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房屋之费用为 1818.59 万元；北明软件与北明伟业、石

民先生等 6 方共同出资成立北京枫调理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事项涉及关联交

易金额为 510 万元。 

年初至 2019 年 11 月底，除北明软件与北明伟业、石民先生等 6方出资

成立北京枫调理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事项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 510 万元,未

与石民先生发生其他任何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对北明软件开拓市场、提高收入及利润都有着积极影响，符合

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七届十次会议审

议。 

2、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七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结果有效。 

（2）本次投资设立之孙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明软件有限公司开拓新

市场，结合北明软件传统业务、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等资源的积累，打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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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全面智能业务的唯一平台的重要举措，能够使得公司 RPA（机器人流程

自动化）业务得以迅速的发展，交易各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不存在

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3）同意实施本次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北明软件、北明伟业、石民、陈章、纪洪强五方签订的《合资合同》； 

2、中京民信出具的《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9）第 138 号）； 

3、董事会七届十次会议决议； 

4、监事会七届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