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792       证券简称: 壹网壹创          公告编号：2020-112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9.8255%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壹网壹创”或“本

公司”）2020 年 11 月 23日与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林福发、上海云

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锋基金”）、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

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现代创投”）、姚琳陆签订了《杭州

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林福发关于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1》”）、《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姚琳陆关于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2》”）。公司将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以上股东持有

的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速网”）19.8255%

的股权，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2,638.71 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

次股权收购事项尚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额度，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公司购买资产的金额为 12,638.71 万元，其占公司最近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的占比分别为 8.89%、9.89%、8.71%，上述指标远未达到 5

0%，因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浙江速网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19.8255%股权》的议案。 

二、交易对手的基本情况 

（一）林福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2719********** 

住址：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交易对方向公司控股股东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用于股权整合，除

此之外，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姚琳陆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1010119********** 

住址：上海虹口区********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1G831M15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1436 号 64 幢一层 K16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众付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6 年 2月 3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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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339130074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滨江大道 396 号扬子江金

融创意街区 5号楼 1-4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 年 5月 29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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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580253580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白杨街道科技园路 2号 5幢 201-211室，

301-328 室 

注册资本： 4,671.9539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林福发 

经营范围：网上批发、零售兼批发、零售：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服装、鞋

帽、纺织品、珠宝首饰、汽车配件、水性涂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灯具、开关、化妆品（除分装）、美容美发

用品、家居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文体用品、玩具（除国家专控）、眼镜

（除隐形眼镜及护理液）、母婴用品（除奶粉）；汽车销售；食品销售；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商务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礼仪服务，演艺经纪，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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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的公司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交易前持股比例（%） 交易后持股比例（%） 

林福发 69.7085 62.7085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9.8255 

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6386 - 

杭州速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617 8.5617 

邵帅 3.6531 3.6531 

浙江华睿产业互联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256 2.6256 

浙江华睿北信源数据信息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256 2.6256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9026 - 

姚琳陆 1.2843 - 

合计 100.0000 100.0000 

注：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已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等股东优先权利。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12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4,864,799.94 395,796,662.48 

负债总额 93,772,812.92 105,979,579.24 

净资产 251,091,987.02 289,817,083.24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度（未经审计）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12,105,275.64 661,989,553.50 

营业利润 57,844,910.27 48,865,585.28 

净利润 42,452,642.95 38,725,096.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速网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对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业务活动或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是建立在交易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原则下，基于标的公

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结合标的公司具备一定行业地位，拥有丰富的行

业资源和显著的客户资源优势等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而最终达成，受让方

本次购买速网 19.8255%股权的价格为 126,387,051.15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1、受让方：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方：林福发、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省现代服

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姚琳陆 

3、标的公司：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二）交易方案概述 

受让方以现金的方式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速网 19.8255%股权。受让方本

次购买的 19.8255%股权的价格为 126,387,051.15 元。 

（三）交割条件 

1、转让方履行完成交易的义务受限于交割时或交割前以下每一条件的满足

或转让方给予的书面豁免： 

(i) 双方应己适当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权转让协议 2》； 



 

(ii) 在《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权转让协议 2》签署日及交割日，受让

方所做的每一项陈述及保证在所有方面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具误导性的； 

(iii) 受让方应己履行并遵守了《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权转让协议 2》

所包含的要求其在交割日当天或之前履行并遵守的所有条件及承诺； 

(iv) 受让方应已获得所有为其签署、交付及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

权转让协议 2》所要求及必须的同意（包括但不限于其董事会关于同意受让方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进行交易的批准），且所有该等同意均完全有效。 

2、受让方履行完成交易的义务受限于交割时或交割前以下每一条件的满足

或受让方给予的书面豁免： 

(i) 双方应己适当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权转让协议 2》； 

(ii) 在《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权转让协议 2》签署日及交割日，转让

方所做的每一项陈述及保证在所有方面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具误导性的； 

(iii) 转让方应己履行并遵守了《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权转让协议 2》

所包含的要求其在交割日当天或之前履行并遵守的所有条件及承诺； 

(iv) 转让方已获得除转让方以外的目标公司的其他现有股东出具的放弃

其对交易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的书面确认（或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回复视为放弃行使

优先购买权）。 

（四）交割安排 

在遵守《股权转让协议 1》与《股权转让协议 2》等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

下（或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所有先决条件被证明满足或被豁免之同日）为本次交易

的交割日。 

受让方应当向林福发支付的转股价款为人民币肆仟肆佰陆拾贰万伍仟元整

（RMB 44,625,000.00）；具体而言，受让方应当于交割日向林福发支付该等转

股价款的百分之八十（80%），为人民币（RMB 35,700,000.00）；并于在市场监



 

管局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向林福发支付该等转股价款的剩下的

百分之二十（20%），为人民币（RMB 8,925,000.00）。 

受让方应当向云锋基金支付的转股价款为人民币陆仟壹佰肆拾肆万伍仟柒

佰捌拾壹元捌角贰分（RMB 61,445,781.82）；具体而言，受让方应当于交割日

向云锋基金支付该等转股价款的百分之五十（50%），为人民币叁仟零柒拾贰万

贰仟捌佰玖拾元玖角壹分（RMB 30,722,890.91）；并于在市场监管局变更登记

手续完成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向云锋基金支付该等转股价款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

（50%），为人民币叁仟零柒拾贰万贰仟捌佰玖拾元玖角壹分（RMB30,722,890.91）。 

受让方应当向现代创投支付的转股价款为人民币壹仟贰佰壹拾贰万玖仟壹

佰壹拾陆元陆角叁分（RMB 12,129,116.63）；具体而言，受让方应当于交割日

向现代创投支付该等转股价款的百分之五十（50%），为人民币陆佰零陆万肆仟

伍佰伍拾捌元叁角壹分五厘（RMB 6,064,558.315）；并于在市场监管局变更登

记手续完成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向现代创投支付该等转股价款的剩下的百分之五

十（50%），为人民币陆佰零陆万肆仟伍佰伍拾捌元叁角壹分五厘（RMB 

6,064,558.315）。 

受让方应当向姚琳陆支付的转股价款为人民币捌佰壹拾捌万柒仟壹佰伍拾

贰元柒角（RMB 8,187,152.70）；具体而言，受让方应当于交割日向姚琳陆支付

该等转股价款的百分之五十（50%），为人民币肆佰零玖万叁仟伍佰柒拾陆元叁

角伍分（RMB 4,093,576.35）；并于在市场监管局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的下一个

工作日向姚琳陆支付该等转股价款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50%），为人民币肆佰

零玖万叁仟伍佰柒拾陆元叁角伍分（RMB 4,093,576.35）。 

（五）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 1》和《股权转让协议 2》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速网 19.8255%的股权。速网是一家专注国际

高端品牌的新零售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多年来，致力于打造以国际品牌中国区

总代为核心的品牌管理能力，擅长供应链服务、内容电商及私域流量运营。公司

此次对于速网的战略投资，有助于完善和提升公司在供应链、内容电商、私域流

量等方面的能力，从而帮助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林福发关于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公司与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姚琳陆关于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 

4、浙江速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以及 2020年 1-9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