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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0-066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洛阳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达”、“公司”或“上市公司”）以 40,802.625

万元现金向怀化金洛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怀化金洛”)、怀化洛林工程技术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怀化洛林”)、怀化金硕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怀化金硕”)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洛阳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业科技”或

“标的公司”）90.6726%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原持有鸿业科技 9.3274%的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鸿业科技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况； 

3、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并以现

金方式支付股权对价。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20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鸿业科技相关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

协议”），以 40,802.625 万元现金向怀化金洛、怀化洛林、怀化金硕 3 名交易对手方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鸿业科技 90.6726%的股权。公司原持有鸿业科技 9.3274%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鸿业科技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二）审议情况 

2020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洛阳鸿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事项。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其他事项 

本次公司现金收购鸿业科技 90.6726%的股权，不涉及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1、怀化金洛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怀化金洛持有鸿业科技 40.3991%的股份，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怀化金洛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200MA4R4AUU4N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晓军 

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12 日 

住所 湖南省怀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创新服务大楼 808-10室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科技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及经营服务；软件售

后的测试与培训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设计、集成实施、运行维护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企业项目策划；会务服务；计算机硬件及外部设备

的制造、咨询、测试、运行维护服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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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出资比例 类型 

王晓军 99.14% 普通合伙人 

余明 0.43% 有限合伙人 

谷德性 0.43%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00% - 

2、怀化洛林工程技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怀化洛林持有鸿业科技 39.0642%的股份，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怀化洛林工程技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200MA4R4B0W2F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晓军 



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13 日 

住所 湖南省怀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创新服务大楼 808-1室 

经营范围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监理服务；招标代理服务；

工程材料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筹建服务；工程审计咨询服务；

工程项目咨询服务；市政工程设计服务；网络科技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及经营服务；软件售后的测试与培训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设计、集成实施、

运行维护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企业项目策划、设计、会务服务；

计算机硬件及外部设备的制造、咨询、测试、运行维护服务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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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出资比例 类型 

王晓军 58.89% 普通合伙人 

余明 12.46% 有限合伙人 

谷德性 28.65%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00% - 

3、怀化金硕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怀化金硕持有鸿业科技 11.2093%的股份，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怀化金硕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200MA4R4JWA81 

公司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余明 

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26 日 

住所 湖南省怀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创新服务大楼 808-3室 

营业范围 

社会经济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市场分析调查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

算机软件开发及经营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广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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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出资比例 类型 

余明 0.01% 普通合伙人 

魏光远 51.01% 有限合伙人 

王敏 17.00% 有限合伙人 

郭华 8.50% 有限合伙人 

宋怡昆 7.49% 有限合伙人 

薛治纲 4.26% 有限合伙人 

任蔚青 4.26% 有限合伙人 

刘宁 4.26% 有限合伙人 

高书克 2.14% 有限合伙人 



冯延力 1.07%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00% - 

经查询，上述交易各方均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二）交易对手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 3 名交易对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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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鸿业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洛阳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177334495J 

注册资本 2,81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晓军 

成立日期 1993 年 1 月 6 日 

公司住所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木棉路 19 号北航科技园 2号楼 7 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电子计算机应用软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不含中介服务）、销售；工业

自动化设备、电子整流器、办公用品、仪表仪器、通信设备、计算机网络、水处

理设备、环保设备开发、销售 

（二）鸿业科技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鸿业科技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怀化金洛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1,352,148 40.3991% 

2 怀化洛林工程技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0,977,019 39.0642% 

3 怀化金硕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149,833 11.2093% 

4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21,000 9.3274% 

合计 28,100,000 100% 

自然人王晓军通过怀化金洛、怀化洛林合计持有鸿业科技 63.0566%的股权，并作为普通

合伙人通过怀化金洛、怀化洛林控制鸿业科技 79.4633%股权，是鸿业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2、本次交易后鸿业科技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100,000 100% 



合计 28,100,000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联达将成为鸿业科技 100%控股股东，鸿业科技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 

（三）鸿业科技主营业务 

鸿业科技服务于工程类 CAD 设计领域和城市信息化建设领域，致力于市政、建筑、工厂

和城市信息化建设领域应用软件的研发。2010 年，鸿业科技确立了所有产品基于 BIM 技术理

念进行产品开发的指导思想，为工程行业提供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运维的建筑全生命周期

BIM 解决方案；服务涉及房建、城市道路及公路、地下管线管廊、海绵城市、预制装配式、

智慧城市等领域。鸿业科技的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辅助设计和模拟分析

计算软件、BIM 相关产品的研发、销售及大数据服务。鸿业科技开发了丰富的设计类产品，

其中传统 CAD设计产品、市政公路及管线设计产品、BIM设计产品在市场中均处于领先地位。 

（四）鸿业科技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B50786 号），鸿业科技经审计的 2019 年度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1、鸿业科技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资产总额 12,135.23 11,270.95 

其中：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 3,351.36 3,267.40 

负债总额 2,754.67 1,892.95 

所有者权益总额 9,380.56   9,378.0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218.61 9,185.74 

少数股东权益 161.95 192.2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555.49 10,604.30 

营业利润 43.86 2,229.22 

净利润 42.66 2,197.1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6 2,15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9.66 1,548.58 

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4,336.49 11,496.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4,876.14 9,947.82 

2、鸿业科技母公司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资产总额 9,256.13 8,786.58 

其中：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 1,519.94 1,505.60 

负债总额 1,063.22 706.16 

所有者权益总额 8,192.90 8,080.4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269.36 4,285.27 

营业利润 112.55 939.48 

净利润 112.48 94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8 -96.63 

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1,715.14 4,537.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728.82 4,634.25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公告日，鸿业科技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鸿业科技的章程或

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2、经查询，鸿业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截至公告日，上市公司不存在为鸿业科技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等情况。 

4、如本次收购成功，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对鸿业科技进行管理，不会以经

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 

5、广联达与鸿业科技于 2020 年 4 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鸿业科技支持广联达

开展新设计（重点是机电设计）产品的研发，广联达将为鸿业科技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基于该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了总金额为 400 万元的技术服务以及 100 万元的管理咨询服务。截至

公告日，双方按约定开展合作并正常履约，公司向鸿业科技已支付技术服务费用合计 150 万元。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评估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0]

第 10925 号），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鸿业科技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

评估，因收益法更能体现标的公司为股东带来的价值，最终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

估结论。鸿业科技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8192.90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 45,712.37 万元，评估增值 37,519.47 万元，增值率为 457.95%。 

（二）评估合理性 

根据对鸿业科技经营现状、经营计划及发展规划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的相关行业、市

场的研究分析，该公司在同行业中具有竞争力，在未来时期里具有可预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 

资产基础法主要基于企业财务报表上的显性资产及负债为基础进行，不能完全反映企业拥

有相关资质、市场资源、研发及管理团队资源、客户资源等对公司收益形成贡献的无形资产价

值，造成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结果差异较大。尤其轻资产类公司，资产基础法较难体现其

价值。 

收益法是通过将企业未来收益折算为现值确定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收益法的评估技

术思路较好地体现了资产的“预期原则”，其未来收益现值能反映企业占有的各项资源对企业

价值的贡献，使评估过程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获利能力和增长能力，能将企业拥有的各项有形

和无形资产及盈利能力等都反映在评估结果中，从而使评估结果较为公允；同时从投资的角度

出发，一个企业的价值是由企业的获利能力所决定的，股权投资的回报是通过取得权益报酬实

现的。 

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鸿业科技是典型的轻资产类公司，其账面价值主要反映其实物

资产的价值，未能体现其无形资产、客户关系、人力资源等主要影响其价值的因素。本次评估

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鸿业科技在设计软件行业的丰富经验、以及其拥有的相关知识产权和深厚的

设计客户关系等对其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20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鸿业科技相关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 怀化金洛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怀化洛林工程技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怀化金硕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洛阳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0.6726%股权 

（一）标的资产的对价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定价依据为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广联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洛阳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报告编号：中天华资评报字[2020]第 10925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确

定的评估值。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交易标的股东全部权益的

价值为人民币 45,712.37 万元。据此，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交易标的 90.6726%股权的交易对

价为人民币 408,026,250 元人民币（大写：肆亿零捌佰零贰万陆仟贰佰伍拾元整）。 

（二）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1、本次交易对价以现金支付； 

2、本次交易对价分三期支付： 

（1）受让方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60%； 

（2）受让方在第一笔付款后的第 6 个月的当月内支付总价款的 35%； 

（3）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第 37 个月的当月内，且转让方核心合伙人按照协议相关约定

从二级市场购买广联达公司股票并配合受让方对该股票采取限制流通措施后，由受让方向转让

方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5%。  

（三）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交易各方应当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立即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具体包括： 

1、自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向受让方交付标的公司所有档案材料，

并依据协议完成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 

2、自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份过户至

受让方名下，协助鸿业科技完成股份变更，使受让方广联达在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标

的公司唯一股东（以标的公司最终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为准）； 

3、截至本次股权转让收购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后至交

割日期间实现的净利润由交割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享有。自本次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

日止，标的公司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交割后标的公司全体

股东享有。 



（四）过渡期安排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期间，转让方、转让方核心合伙人应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行使对鸿业科技的股东权利，不作出损害受让方及鸿业科技权利和/或利益的行为，并将督促

鸿业科技依法诚信经营；转让方、转让方核心合伙人应督促鸿业科技不得作出损害受让方利益

的行为，保证采取所有合理的步骤，保存及保护鸿业科技的资产，并且保存其每一项业务的良

好声誉（包括与客户及供应商的现有关系），以及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履行转让方、转让方核

心合伙人应当履行的任何其他义务和职责。 

（五）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在以下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后方可生效，以最迟完成条件的日期为本协议生效日： 

1、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和/或加盖公章； 

2、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受让方董事会的批准。 

 

六、本次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鸿业科技将纳

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上市公司不会新增重大关联交易，不会导致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公司本次用于支付收购鸿业科技 90.6726%

股权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七、收购资产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鸿业科技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鸿业科技

一直致力于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等领域信息化应用软件的研发，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设

计行业提供全方位的专业信息化产品与服务。鸿业科技的传统 CAD 设计产品、市政公路及管

线设计产品、BIM 设计产品在市场中均处于领先地位。收购鸿业科技有利于广联达拓展设计

业务，完善公司在数字建筑产业链的布局，发挥协同效应，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财务方

面也能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可以获得优秀的经营管理、研发及营销团队，为公司业务发展积累

更多人才与资源。 

将鸿业科技整合进入广联达，有利于双方优势互补，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实现  

“1+1＞2”。广联达在建筑产业深耕多年，拥有行业领先的 BIM 自主图形平台技术，能够结合

行业理解，发挥鸿业科技丰富的设计软件经验、设计客户关系及设计院市场强大的渠道能力。



广联达与鸿业科技将在工程设计领域形成显著的战略协同效应。两家企业的结合，将为行业客

户与伙伴搭建更加安全、便捷、专业、高效的数字化平台，围绕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提供优质

的产品与服务，助力中国工业软件和数字建筑平台的加速发展，为实现建筑行业全产业链数字

化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八、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一）目标公司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对鸿业科技 100%股权进行评估，基于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作为鸿业科技 100%股权的评估结论。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0]第 10925 号）的评估结论，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鸿业科技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5,712.37 万元，评估增值

37,519.47 万元，增值率为 457.95%。虽然对目标公司价值评估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原则，

但如果评估所基于的假设条件发生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风险。 

（二）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鸿业科技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交易双方均属软件行业，且共同服

务于工程领域，但由于公司与本次标的公司在业务细分领域、管理方法、内部控制等方面有所

不同，公司能否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及机构等方面对标的资产进行有效整合，能否充分

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尚存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在发展战略、经

营计划、业务方向、财务及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等各方面统筹规划，实现并购双方有效融合，

最大程度降低收购后的整合风险。 

（三）商誉减值风险 

公司本次收购鸿业科技 90.6726%股权后，在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成金额较大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做

减值测试。如果鸿业科技未来经营状况与预期存在较大不良差异，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

而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及未来发展趋势。 

 

九、备查文件 

（一）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关于洛阳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B50786 号）； 

（五）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0]

第 10925 号）。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