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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孙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孙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子公司霍尔

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财税”）、孙公司霍尔果斯易

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对部分终端资产进行整

合优化，并签署相关转让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规避经营风险，快马财税、快马咨询基于业务

协同性、财务安全性等多方面考虑，对所属部分终端资产进行了整合优化，并与

部分终端资产合伙人多次友好沟通和协商，快马财税、快马咨询决定与第三方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或以终止合作等方式对所属终端资产进行整合优化。签署相

关协议将导致快马财税、快马咨询合并范围内的终端资产相应减少，同时公司合

并报表层面商誉、负债金额有所降低。本次快马财税、快马咨询对部分终端资产

进行整合优化，仍会适当保留部分股权，作为线下服务体系保证公司战略的持续。 

截至目前，涉及签署协议的终端资产数量为 55 家，其中已明确交易对手的

27 家，是由相应终端资产引入的第三方收购该终端资产一定比例的股权，以快

马财税、快马咨询应付原股东对价款等抵顶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其他正在

洽谈的终端资产或以前述方式或以签署终止合作协议等方式，对该部分终端资产进

行整合优化。 



本次交易最终以实际签署数量为准。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转让给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其他以终止合作等方式进行整合优化

的终端资产以原购买价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三）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 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孙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子公司、孙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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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鉴于快马财税和快马咨询所属终端资产的地域特点和管理特色，部分终端资

产合伙人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方式、战略目标等存在理解差异，导致公司对

终端资产的整合效果存在不同差异。为更好实现业务协同，提升现有终端资产管

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马财税、快马咨询决定与第三方和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相

关协议或以终止合作等方式进行优化整合，终止与部分终端资产原有的合作模式，

寻求更为灵活的可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方式进行合作。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止，公司合并报表层面商誉金额为 169,380.62万元，

流动负债金额为 103,628.87 万元。公司商誉及短期债务压力较大，基于财务安

全性考虑，快马财税和快马咨询处置整合效果不佳的终端资产，可以有效降低公

司合并报表层面的商誉和债务金额，并能够进一步改善流动性和优化资产负债结

构。 

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范围 

序号 快马财税终端资产名称 持股比例 交易对手方 

1 石家庄良助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100% 
石家庄恺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石家庄品沃

商贸有限公司、石家庄望海商贸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天顺利办财税代理有限公司、邢台

鸿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邢台华之圣会计服

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兆晟科技有限公司 

2 北京荟和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0% 北京美乐至尚科技有限公司 

3 湖北神州顺利办科技有限公司 100% 武汉创业直通车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 

4 佛山市顺利办金鼎壹财税有限公司 100% 佛山金鼎财税有限公司 

5 内蒙古顺利办墨希财税顾问有限公司 100% 内蒙古华风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6 江门易桥顺利办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100% 江门云海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7 淄博易桥鲁信财税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 淄博精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 顺利办耀宗财税（中山）有限公司 100% 东润科技有限公司 

9 南通易桥双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南通融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10 易火企业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 上海鸽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1 上海易导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 上海唐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2 马鞍山泽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马鞍山厚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3 长沙神州易桥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100% 湖南多有米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14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15 宜昌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100% 
柒伍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 深圳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100% 

17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 

正在洽谈中 

18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00% 

19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 

20 杭州易乔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100% 

21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00% 

22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23 黄山易桥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24 马鞍山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25 杭州易桥易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26 北京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00% 

27 杭州易桥乾福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 

28 北京瑞和吉是咨询有限公司 100% 

29 内蒙古创宇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 

30 北京易桥凌科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31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 

32 北京易桥账管家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33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34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1% 

 

序号 快马咨询终端资产名称 持股比例 交易对手方 

1 抚顺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 沈阳办友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 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陕西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 衡阳易桥立泰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上海美偌市场营销策划中心 



4 吉林省易桥翔裕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吉林众和起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5 长春市易桥卓越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长春市达通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6 武汉青易创乔企业事务管理有限公司 100% 武汉彤彤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 广州旭桥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 广州小片茶业有限公司 

8 天津易桥逸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100% 快记工场（天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9 吉林易桥众和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100% 吉林众和起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0 宁夏易桥新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宁夏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如皋市满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 大连易桥益盛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正在洽谈中 

13 沈阳顺桥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00% 

14 沈阳宏祥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00% 

15 珠海易德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100% 

16 厦门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 

17 厦门易桥汇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18 
武汉神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服务有

限公司 
100% 

19 玉林市易桥瑞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00% 

20 贵港市易桥瑞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00% 

21 大连易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00% 

 

四、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快马财税终端资产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1 石家庄恺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企业类型 个人独资企业 

法人代表 梁建辰 

住所 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安北大街 19号中基礼域南区 29-2-501 

成立日期 2020 年 9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社会经济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知识产权代理；工商事务代理；基本社会保险代理；设计制作代理

国内广告业务等。 

股东 梁建辰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2 石家庄品沃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李惠彩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谢庄乡新南路段常信一村村北口西行 50米办公楼 103 室 

成立日期 2020 年 8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服装鞋帽、钟表眼镜、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等批发零售。 



股东 李惠彩 90%、李叶 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3 石家庄望海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军霞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谈固大街与东岗路交口国大全城 36-1-202 

成立日期 2020 年 8 月 20 

注册资本 3 万元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办公用品、五金产品、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等。 

股东 李军霞 90%、封力强 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4 石家庄天天顺利办财税代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 吕晶晶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固北大街 62 号紫晶悦城 5 号楼 2 单元 501 

成立日期 2018 年 1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5.16 万元 

经营范围 工商事务代理，财务咨询，税务代理。 

股东 吕晶晶 50%、王红雷 5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5 邢台鸿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杨彩云 

住所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北康庄村东 

成立日期 2013 年 8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防水工程、住宅装饰和装修。 

股东 杨彩云 95%、候晓叶 5%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6 邢台华之圣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张美丽 

住所 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江东一路路东临街门市 16 号 

成立日期 2016 年 9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会计事务所服务，代理记账服务，会计咨询，财务报表编制服务，其他会计服务，税务服务，财务

咨询服务，审计服务，资产评估、清算服务（含新旧汽车的评估服务）等。 

股东 张美丽 98%、李秀清 2%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7 石家庄兆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 张慧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265 号汇景国际 1-1-1003 

成立日期 2020 年 8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

咨询等。 

股东 张慧 50%、白春香 5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北京美乐至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人代表 张伟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广阳中路 1 号院一区甲 7 号 1 层 101-A147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化妆品、医疗器械Ⅰ类、家用电器、日用品、卫生

用品、体育用品、文化用品等。 

股东 张伟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无 

 

3、武汉创业直通车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吴天力 

住所 武昌区友谊大道 17 号友谊国际广场 1 栋 6 层 16 室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12 万元 

经营范围 为企业提供集中注册地址及受托提供商务服务。 

股东 吴天力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4、佛山金鼎财税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陈国峰 

住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金榜居委会德政路家乐村四座乐涛阁一至二层商场 B区 106 

成立日期 2019 年 6 月 4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登记代理服务，财务、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服务，资产及项目评估

咨询服务，企业上市咨询服务等。 

股东 佛山市顺德区金鼎财会咨询有限公司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5、内蒙古华风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 张建军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景观小区 7 号楼 1 单元 6 楼东户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经营范围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气象监测，天气气候资料服务，专业气象预报服务，气象

信息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股东 张建军 90%、万庆华 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6、江门云海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林见爱 

住所 鹤山市沙坪抛网苑 22 号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经营范围 
网络、软件技术研发，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服

务（不含金融类、期货类、证券类投资咨询服务），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 

股东 林见爱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7、淄博精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孙烨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 133 号 

成立日期 2011 年 5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经营范围 工程项目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财务、税务信息咨询等。 

股东 孙烨 60%、林勇 30%、张晓 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8、东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 王耀宗 

住所 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 9 号恒泰大厦 202 卡 

成立日期 2020 年 3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互联网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互联

网生活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 

股东 易汇（中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9、南通融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 戴小红 

住所 海安市城东镇晓星大道 8 号 

成立日期 2010 年 3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受聘财税咨询服务；涉税网上申报代理；税务代理服务；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

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代理记账等。 

股东 姚家善 75%、戴小红 25%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0、上海鸽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赵鸽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北沿公路 2111号 3 幢 205-45 室 

成立日期 2018 年 8 月 3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等。 

股东 赵鸽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1、上海唐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祁斌礼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二层 M 区 220 室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展会务服务，人才咨询。 

股东 上海瑞卿广告有限公司 80%、祁斌礼 2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2、马鞍山厚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人代表 刘瑛 

住所 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永新路宁博置业总部大楼三号楼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4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会议服务，企业营销策划，

网络营销策划服务等。 

股东 刘洁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3、湖南多有米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黄礼 

住所 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凉塘路社区商业步行街 5 栋 503 号 

成立日期 2018 年 6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经营范围 
代理记账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企业改

制、IPO 上市、新三板培育的咨询服务；企业上市咨询等。 

股东 黄桢 99%、黄礼 1%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4、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人代表 张志伟 

住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富豪花园 G 区二栋 2 楼 A 区 

成立日期 2010 年 5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代理记账；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股东 张志伟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5、柒伍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徐瑾雯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5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财务咨询、税务咨询、纳税筹划。 

股东 王翠芳 60%、徐瑾雯 4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二）快马咨询终端资产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沈阳办友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刘彬 

住所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全运路 109-1 号(109-1号)2 层 247-8572

室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计算机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知识产权

代理，广告设计，工商事务代理及咨询，税务事务代理及咨询，代理记账等。 

股东 刘彬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陕西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人代表 李艳君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征和四路自贸产业园 4 号-2-4003 室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20 万元 

经营范围 计算机服务，软件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股东 李艳君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3、上海美偌市场营销策划中心 

企业类型 个人独资企业 

法人代表 刘桃芝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3 号 

成立日期 2020 年 5 月 6 日 

注册资本 5 万元 

经营范围 
市场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

查、民意测验），公关活动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 

股东 刘桃芝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4、吉林众和起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 郭延龙 

住所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松江大街 2772 号 

成立日期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经营范围 
人力资源外包，人事外包，劳务派遣，企业信息服务、企业应用管理、保洁服

务，人力装卸服务，税务咨询服务，会计服务、代理记账等。 

股东 郭延龙 50%、范文雅 5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5、长春市达通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丁宝贵 



住所 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湖大路 1726 号行政楼 2 楼 202 室 

成立日期 2019 年 3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经营范围 
二手车经纪、评估；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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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宝贵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6、武汉彤彤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 夏丹妮 

住所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东山街道办事处东岳村 161 号（16）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8 日 

注册资本 800 万元 

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给排水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 

股东 夏丹妮 50%、邱塘韵 5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7、广州小片茶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汤婷婷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龙美村番禺大道北 876-886 号 205 

成立日期 2015 年 2 月 2 日 

注册资本 10 万元 

经营范围 

收藏品零售（国家专营专控的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互

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等。 

股东 广州炳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0%、汤婷婷 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8、快记工场（天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许静 

住所 天津市南开区西马路东侧富力大厦 501-3 

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市场

调查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代理记帐、审计服务，企业营销策划。 

股东 范其雅 60%、许静 4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9、吉林众和起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 郭延龙 

住所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松江大街 2772 号 

成立日期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经营范围 
人力资源外包，人事外包，劳务派遣，企业信息服务、企业应用管理、保洁

服务，人力装卸服务，税务咨询服务，会计服务、代理记账等。 

股东 郭延龙 50%、范文雅 5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0、宁夏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赵亮 

住所 银川市贺兰县宁浙电商创业园 2 楼  

成立日期 2007 年 8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维护；电

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开发和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税信息咨询等。 

股东（含持股比例） 赵亮 70%、雷燕舞 3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11、如皋市满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人代表 薛海燕 

住所 如皋市如城街道海阳南路 288-7 号 

成立日期 2020 年 7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代理记账；专利代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工商登

记代理代办；法律咨询；商标代理；市场营销策划。 

股东 薛海燕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具

体条款以最终实际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转让方：快马财税/快马咨询 

受让方：【第三方公司】 

1、出售与购买 



1.1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并受限于本协议的条件，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股份，

受让方亦同意购买转让方合法持有的终端资产公司【】%的股权。 

1.2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 持股比例 

快马财税/快马咨询（转让方） 【】% 

【第三方公司】（受让方） 【】% 

1.3 转让股权包括该等股权所对应的权利和利益，且不得含有任何留置权、质

权、其他担保物权、期权、请求权或其他性质的第三方权利（以下合称“权利负担”）。 

1.4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即交割日）起，受让方取得标的公司【】%的股权，成

为终端资产公司的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并承担一切股东义务。 

2、价款及支付 

2.1 各方同意，作为基于本协议的条款受让转让股权的对价，受让方应向转让

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人民币【】万元整； 

各方确认，转让价款是受让方获得相应股权以及相应之所有权利和利益的全部

对价。 

2.2 各方同意，转让价款应当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支付： 

支付方式：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上述全部股

权转让款。 

3、违约责任 

3.1 双方同意，如果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项下任何条款，致使另一方

遭受任何损失，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 

3.2 转让方应对本协议下所做出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有误

导性，或者违反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规章、政策或协议而使公司或受让方遭受罚款、

处罚、中止或停止营业等不利后果产生的责任进行赔偿，包括： 

因公司于登记日前未依法及时充分的缴纳公司各项税款、或其员工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或缴纳任何社会法定社会保险金与社会福利金而产生的任何补缴税款、滞



纳金、罚款、其他费用以及任何处罚，实际数额由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以及有管辖权

的法院与仲裁机构确定。 

4、争议解决 

4.1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

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六、本次交易的影响 

通过本次整合优化，快马财税、快马咨询内部管理效率得以提升，外部合作

模式得到加强，内部管理与外部合作形成良性循环，业务协同能力得到进一步增

强。通过本次整合优化后，相关终端资产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得以降低，债务压力有所缓解，流动性有所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得

到优化，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更加合理，利于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快马财税、

快马咨询对部分终端资产整合优化后仍会适当保留部分股权，作为线下服务体系

保证公司战略的持续。 

七、其他说明 

本次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整合优化的所属终端资产中，快马财税所属 30 家

终端资产为 2017 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中的终端资产，其业绩承诺、购

买对价等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终端资产名称 

承诺利润

（2017-2019) 

实际实现扣非净利

润（2017-2019) 

是否完成业

绩承诺 

已付股权 

对价款 

未付股权 

对价款 

1 石家庄良助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3,829.00 3,975.28 是 9,571.01 3,822.27 

2 北京荟和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73.00 535.62 是 964.28 545.59 

3 湖北神州顺利办科技有限公司 3,458.00 3,828.05 是 9,135.86 3,192.62 

4 江门易桥顺利办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855.00 918.22 是 2,302.06 683.06 

5 淄博易桥鲁信财税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1,092.00 1,305.31 是 3,164.96 463.19 

6 南通易桥双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91.00 514.07 是 1,317.07 373.20 

7 易火企业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491.00 537.23 是 1,165.19 536.48 

8 上海易导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1,820.00 2,046.99 是 4,228.13 1,632.33 

9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912.00 3,220.16 是 4,611.20 5,885.30 

10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912.00 3,085.96 是 5,694.20 4,554.54 



11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728.00 756.23 是 1,587.40 870.70 

12 北京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455.00 465.25 是 1,033.33 511.99 

13 杭州易桥乾福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382.00 382.63 是 742.36 527.80 

14 北京瑞和吉是咨询有限公司 400.00 405.26 是 938.91 476.35 

15 宜昌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437.00 476.69 是 1,121.22 408.61 

16 内蒙古创宇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400.00 408.49 是 963.66 383.63 

17 北京易桥凌科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391.00 430.76 是 867.62 486.58 

18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49.00 763.73 是 983.11 380.84 

19 深圳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328.00 397.60 是 801.70 318.30 

20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82.00 185.76 是 429.66 174.09 

21 马鞍山泽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37.00 414.39 否 977.82 392.19 

22 长沙神州易桥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149.00 147.31 否 365.63 141.72 

23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582.00 510.15 否 1,044.12 902.83 

24 杭州易乔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1,056.00 1,055.35 否 2,150.70 1,417.95 

25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655.00 654.79 否 1,488.31 632.90 

26 黄山易桥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509.00 479.23 否 855.17 670.26 

27 马鞍山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10.00 563.57 否 1,381.26 603.33 

28 杭州易桥易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73.00 360.87 否 947.82 537.36 

29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328.00 314.46 否 730.14 322.22 

30 北京易桥账管家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273.00 262.07 否 640.25 260.52 

合计 27,757.00 29,401.47 是 62,204.17 32,108.76 

注：上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终端资产，未完成部分已从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对价款中进行了冲减。 

八、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