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企业福州市长乐区博思数

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福

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软件”或“公司”）2018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就公司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概述 

1、前次审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业务整合、架构调整暨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拟将公司涉及公共

采购业务的各家子公司股权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博思数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数采科技”），同时，各家公采业务子公司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股权对数

采科技进行增资，福州市长乐区博思数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以现金方式对数采科技进行增资。 

2020 年 12 月 3 日，数采科技完成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数采

科技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持有数采科技 66.63%的股权，公司员工持股平

台持有数采科技 15.34%的股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的相关公告。 



2、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变更情况说明 

因上述议案审议之时，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合伙人尚未最终确定，其出资结

构未能反映最终的持有情况。公司已于前次公告中说明：“后续将通过持股平台

内部股权转让的方式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员工参与。” 

鉴于目前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合伙人已确定，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拟通过内部

财产份额转让的方式，对其合伙人进行变更。为体现公司管理层对公共采购业务

板块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支持，本次变更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成为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变更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查道鹏 普通合伙人 1,347.00 19.24% 

林初可 有限合伙人 665.00 9.50% 

刘少华 有限合伙人 300.00 4.29% 

余双兴 有限合伙人 200.00 2.86% 

郑升尉 有限合伙人 125.00 1.79% 

林宏 有限合伙人 85.00 1.21% 

其他人员共计 28 人 有限合伙人 4,278.00 61.11% 

合计 7,000.00 100.00% 

3、构成关联交易说明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数采科技事项已经前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变更仅

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内部合伙人份额的转让，不与上市公司或数采科技产生新的

交易，员工持股平台持有数采科技的股权比例不变，仍为 15.34%。 

拟变更后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共 34 名合伙人均系公司员工；其中公司现任

董事、总经理刘少华，高级管理人员余双兴、郑升尉、林宏，前十二个月内曾任

董事、副总经理林初可均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人，合计持有 19.64%的

份额。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以及谨慎原则，认定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为公司关联

方。公司前述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及其他方共同增资数采科技事项构成关联共同

投资，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

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手方暨关联方的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福州市长乐区博思数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C1-2#研发楼

40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查道鹏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 

经营范围：受托对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不

含金融、证券、期货等需要审批的项目）；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保

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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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状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对外投资，未开展其他业务活动。 

现有合伙人出资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查道鹏 普通合伙人 1500.00 21.42% 

汪彦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29% 

饶青山 有限合伙人 800.00 11.43% 

牛京杰 有限合伙人 800.00 11.43% 

其他人员共计 10 人 有限合伙人 2,900.00 41.43% 

合计 7,000.00 100.00% 

本次变更后合伙人出资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查道鹏 普通合伙人 1,347.00 19.24% 

林初可 有限合伙人 665.00 9.50% 

刘少华 有限合伙人 300.00 4.29% 

余双兴 有限合伙人 200.00 2.86% 

郑升尉 有限合伙人 125.00 1.79% 

林宏 有限合伙人 85.00 1.21% 

其他人员共计 28 人 有限合伙人 4,278.00 61.11% 

合计 7,000.00 100.0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博思数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2 号研发楼 4

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查道鹏 

注册资本：3288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 年 1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信息安全服务；软件

运行维护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新型商业设

施开发服务；物业管理；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住房租赁经营；物业服务；云

平台服务；云基础设施服务；云软件服务；其他未列明的电子设备制造；单位后

勤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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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数采科技资产总额为 11,601.10 万

元，负债总额为 660.99 万元，净资产 10,940.10 万元；2020 年 1-5 月，数采科技

营业收入 497.32 万元，利润总额-1,357.76 万元，净利润-1,342.24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数采科技 66.63%股权，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持有数采科

技 15.34%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数采科技 18.03%股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业务整合、架构调整暨全资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3）。 

五、交易的定价依据 



2020 年 10 月底对数采科技增资的交易价格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经与少数股东及其他各方协商后确定，增资完成后，9 名少数股东共持有数采科

技 18.03%股权，该交易价格已取得各方认可、确认，定价公允；本次董事、高

管取得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股权从而间接持股数采科技，与上次交易时间临近，且

交易定价与其他少数股东增资数采科技的价格保持一致，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参

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董事、高管利益倾斜及不公允的情形。 

六、相关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业务整合、架构调整暨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公共

采购业务整合及增资扩股方案，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工商手续、签署相关文件等。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福州市长乐区博思数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其中刘少华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

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同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

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七、保荐机构意见 

对于博思软件关联企业福州市长乐区博思数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事项，国金证券核查了本次董事会的议案、决议、独立董

事发表的意见等相关文件，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情况。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

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国金证券同意博思软件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此外，本次交易尚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企业福州市长乐区博思数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洪泳 

 

 

                               

                      李秀娜 

 

 

 

 

保荐机构（公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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