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保荐机构”）作为上

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软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新致软件收购上

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信息”）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致软件”）拟以现金

3005.3268 万元收购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信息”）少数

股东合计持有的 15.3333%的股权，其中：拟以现金 2025.3268 万元收购上海东数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数创投”）持有的新致信息 10.3333%

股权；拟以现金 588.0000 万元收购关联方常春藤（上海）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春藤三期”）持有的新致信息 3.0000%股权；拟以

现金 392.0000 万元收购关联方日照常春藤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日照常春藤”）持有的新致信息 2.00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新致信息 100%的股权。 

常春藤三期持有公司 1.0438%股份，日照常春藤持有公司 0.6959%股份，这

两家股东与公司另两家股东常春藤（昆山）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青岛常

春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实际受上海常春藤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上

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这四家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8.0967%的股份，为

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均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亦

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 

二、交易对方（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常春藤三期持有公司 1.0438%股份，日照常春藤持有公司 0.6959%股份，这

两家股东与公司的另两家股东常春藤（昆山）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青岛

常春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实际受上海常春藤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上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这四家股东共计持有公司 8.0967%的股份，

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常春藤三期 

公司名称：常春藤（上海）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2 年 12 月 1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常春藤（上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兴贤路 1388 号 2 幢一层 1077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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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春藤三期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1 
常春藤（上海）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5.8824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

人 

2 翁吉义 3,000.0000 17.6471 有限合伙人 

3 
上海嘉定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500.0000 14.7059 有限合伙人 

4 朱永官 1,500.0000 8.8235 有限合伙人 

5 夏朝阳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6 张磊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7 施永雷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8 张春定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9 宫相学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10 阮艺力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11 宋英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12 庄仲生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13 周建民 1,000.0000 5.8824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7,000.0000 100.0000 - 

常春藤三期的实际控制人为翁吉义。 

常春藤三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6,638,679.43 元、净资产

116,081,843.00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0.00 元、净利润-1,414,323.07 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2、日照常春藤 

公司名称：日照常春藤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3 年 11 月 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常春藤（日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 396 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第 38 层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需省级发改部门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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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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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常春藤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1 
常春藤（日照）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0 6.6667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

人 

2 
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00 33.3333 有限合伙人 

3 日照兴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0000 10.0000 有限合伙人 

4 寇光智 3,000.0000 10.0000 有限合伙人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5 
日照市凌云海糖业集团有

限公司 
3,000.0000 10.0000 有限合伙人 

6 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6.6667 有限合伙人 

7 山东华信工贸有限公司 2,000.0000 6.6667 有限合伙人 

8 林丹丹 2,000.0000 6.6667 有限合伙人 

9 
日照浩瀚国际能源有限公

司 
1,000.0000 3.3333 有限合伙人 

10 
山东洁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00 3.3333 有限合伙人 

11 
杭州奇熙尚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000 3.333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0,000.0000 100.0000 - 

日照常春藤的实际控制人为翁吉义。 

日照常春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7,815,426.41 元、净资产

167,683,180.18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0.00 元、净利润-2,388,369.39 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对手方（非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东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06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东熙数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952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苍梧路 25 号 1 号二层 209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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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数创投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1 
上海东熙数元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300.0000 1.0163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

人 

2 
银创百汇投资（北京）有

限公司 
10,000.0000 33.8753 有限合伙人 

3 
山东高速青岛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8,000.0000 27.1003 有限合伙人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4 
上海创驷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000.0000 20.3252 有限合伙人 

5 
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 
5,000.0000 16.9377 有限合伙人 

6 
上海东熙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20.0000 0.745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9,520.0000 100.0000 - 

东数创投的实际控制人为凌超。 

东数创投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4,687,685 元、净资产 174,853,219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54,330 元、净利润-3,113,821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常春藤三期所持新致信息 3.0000%的股权、日照常春藤所持

新致信息 2.0000%股权、东数创投所持新致信息 10.3333%股权。其中，公司收购

少数股东常春藤三期所持新致信息 3.0000%的股权和日照常春藤所持新致信息

2.0000%股权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张喆宾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28.6644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申路 198 号一幢五层 C-18 室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机械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转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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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4.6667%，上海东数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0.3333%，常春藤（上海）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 3.0000%，日照常春藤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2.0000%。 



新致信息（合并报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21,351.62

万元、负债总额 12,635.95 万元、净资产总额 8,715.67 万元，2020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667.78 万元、净利润 502.05 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一）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总计为人民币 3005.3268 万元，其中 980.0000 万元为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价格系公司与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新致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0]第 60136 号）

为基础协商确定。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

机构。 

根据该评估报告，对标的公司采用了收益法、市场法两种方法分别对资产的

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情况如下： 

1、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收益法评估，新致信息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19,600.00 万元，其中：总资产账面值为 10,336.55 万元，负债

账面值为 3,021.82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7,314.73 万元,增值额 12,285.27 万元，

增值率 167.95%。 

2、市场法评估结论 

经市场法评估，新致信息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增值额 12,685.27 万元，增值率 173.42%。 

3、评估结果的选取 

根据本项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具体情况，经综合分析，考虑到收益法、

市场法评估值较为接近，且收益法能够更好的反映评估对象的真正价值，评估人

员确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 19,600.00 万元作为本次经济行为的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理由如下： 

由于市场法是通过分析对比公司的各项指标，以对比公司股权或企业整体价



值与其某一收益性指标、资产类指标或其他特性指标的比率，并以此比率倍数推

断被评估单位应该拥有的比率倍数，进而得出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的价值。评估

人员选取可比公司可能存在独有的无形资产、或有负债等不确定因素或难以调整

的因素，致使存在上市公司比较法的评估结果与实际企业价值离散程度较大的风

险。考虑到收益法评估是以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预期未来能够获取利润为

基础，其计算过程采用了大量直接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参数，其评估结果综合了

企业资产量、资本结构、行业前景、管理水平、组织效率、人力资源等一系列的

衡量要素，可以相对全面地体现了企业的整体价值，且其未来收益是有相应的可

见业绩数据支撑。 

（二）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新致信息 15.3333%股权评估值为 3005.3268 万元。经各

方协商，本次公司就新致信息 15.3333%股权的收购价格为 3005.3268 万元。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协议主体：关联方日照常春藤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让

方）、关联方常春藤（上海）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让方）、上

海东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让方），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方）。 

2、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并自收购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

让相关议案之日起生效。 

3、交易价格：收购方拟向三家出让方共支付现金 3005.3268 万元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新致信息 15.3333%的股权。 

4、支付方式及期限：由收购方按协议约定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交割安排：出让方应于收到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立即配合

目标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未尽事宜各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诉讼。 

七、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新致信息 100%的股权，这将有利于其贯彻公

司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理念，提高其运营和决策管理效率，实现公司整体资源有效 



配置。新致信息作为新致软件布局日本市场的核心公司，本次收购将进一步提高

公司对该子公司的决策和投资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与风险；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整

体规划，产生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增强新致软件的盈利能力，提升公司整体质量。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收购

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成员中关联董事魏锋回避表决，此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符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战略发展需要，

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其贯彻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理念，提高其运营和决策管理

效率，实现公司整体资源有效配置。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

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前，已将该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

立董事审阅并获得了事前认可，且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

意见：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方案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

易的原则拟定，交易定价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结果为依据，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

同意公司收购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收购



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获出席会

议的监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交易价格委托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基础，定价公允合理，

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前，已

将该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并获得了事前认可，且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 

2、本次交易定价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评估结果为依据，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收购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上海新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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