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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4                 证券简称：大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9 

 

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市帕拉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拓展教育、智能网络创作领域的相关业务，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富网络”），拟以 Paracraft 教育领域的相关知识产权和著作权财产权的排他

许可权作价人民币 2,118.00 万元向深圳市帕拉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拉

卡”或“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其中 50.42 万元用于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剩

余 2,067.58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大富网络将持有帕拉卡

30%的股权（以下统称“本次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配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配天投资”）之子公司

得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市得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

道健康”）曾持有帕拉卡 60%的股权。2018 年 7 月，因得道健康内部发展战略调

整，退出帕拉卡即不再持有帕拉卡股权。在得道健康控股帕拉卡期间，因帕拉卡

经营所需，配天投资持续向帕拉卡提供借款用于其生产经营，借款合计人民币

3,910,000.00 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上述借款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4,953,864.46 元。从实质重于形式方面考虑，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本次交易

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8 票同意，1 票回避，0 票弃权，0 票反对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市帕拉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关联董事孙尚传先生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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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5%，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大富网络以其持有的无形资产评估作价向帕拉卡增资，帕拉卡作

为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其相关情况如下：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帕拉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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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PJJ90M 

注册资本：人民币117.6471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西峙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3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81、83、85号深圳市软件

产业基地1栋A1401L4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及零组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3D打印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玩具、智能玩具、人工智能产

品设计开发销售；文教体育用品设计、开发销售（不含出版物），教育信息咨询，

教育培训（不含学科类培训）；文化活动策划（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3D打印服务；增值电信业务；音像制品制作。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帕拉卡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李西峙 32.75% 

2 深圳拍快网络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50% 

3 深圳拍快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5% 

4 嘉兴可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5 拍快领航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合计 100.00% 

2、本次交易后，帕拉卡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大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0.00% 

2 李西峙 22.93% 

3 深圳拍快网络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5% 

4 深圳拍快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2% 

5 嘉兴可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 

6 拍快领航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 

合计 100.00% 

（三）标的公司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2 月 28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元） 5,449,549.07 4,472,434.21 

负债总额（元） 5,231,756.28 6,032,681.01 

净资产（元） 217,792.79 -1,560,2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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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元） 752,112.67 329,607.37 

营业利润（元） -722,960.41 -2,105,296.44 

净利润（元） -721,960.41 -2,085,296.44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四）标的公司权属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帕拉卡，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帕拉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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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2020 年 5 月，帕拉卡引入投资方嘉兴可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可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 500.00 万元向帕拉卡增资，

获取帕拉卡 10.53%的股权，该次投资完成后帕拉卡整体估值为人民币 4,748.34

万元；2021 年 1 月，帕拉卡引入投资方拍快领航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拍快领航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 250.00 万元向帕拉

卡增资，获取帕拉卡 5%的股权，该次投资完成后帕拉卡整体估值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 

根据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浙联评报字

【2020】第 275 号），大富网络拟出资的无形资产为 1 项软件著作权、9 项专有

技术、16 项软件作品、5 项美术作品、7 项商标权的所有权价值、11 项软件著作

权排他使用许可权价值及 1 项独家授权许可权价值。以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为评

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 1 项软件著作权、9 项专有技术、16 项软件作品、5 项

美术作品、11 项软件著作权排他使用许可权价值及 1 项独家授权许可权价值进行

评估，采用成本法对 7 项商标进行评估，得出大富网络持有的拟出资的无形资产

及独家授权许可的评估值为 2,118.39 万元。 

此次大富网络以无形资产向帕拉卡增资，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以嘉兴

可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拍快领航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估值为定价依据，大富网络以无形资产及独家授权许可作价 2,118.00 万元增资

帕拉卡，获取帕拉卡 3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帕拉卡整体估值为人民币

7,060.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事项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内容 

大富网络以 Paracraft 教育领域的相关知识产权和著作权财产权的排他许可

权评估作价人民币 2,118.00 万元投资于目标公司帕拉卡，以获取目标公司 30%

的股权，其中 50.42 万元用于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2,067.58 元计入目标

公司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8.07 元，本

次增资完成后，大富网络持有帕拉卡 30%股权。 

（二）本次增资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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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峙、深圳拍快网络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拍快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嘉兴可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拍快领航投资（深圳）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目标公司须在增资扩股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签署关于本次增资

的工商变更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版股东会决议、章程等必要的文件）并提交

至目标公司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使得本次增资完成后大富网络合法持有目标

公司 30%股权。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帕拉卡的产品主要为 Paracraft 3D 动画编程软件，Paracraft 是由中国人自主

研发的青少年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是一款免费的 3D 个人动画创作工具。它包含

了方块建模、3D 电影动画创作、3D 图形化编程&代码编程、CAD 编程三维设计、

3D 打印、机器人仿真设计 6 大功能。目前 Paracraft 已进入全国 200 多所中小学，

课程辐射超过 10 万+的学生，而且 Paracraft 帮助超过 100 家校外机构开展特色

3D 动画编程教育培训，有效解决少儿编程课程同质化问题。 

本次交易，是公司“一体两翼”战略中“两翼”部分之网络智能创作业务板

块的重要布局，帕拉卡具有教育平台运营资质及客户资源，此次交易有助于各方

利用自身优势，共同推进帕拉卡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能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

业布局，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无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钱南恺、万光彩、周蕾出具了事前认可确认函，同意将关于向

深圳市帕拉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钱南恺、万光彩、周蕾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基于独立判

断就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议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

充分，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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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会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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