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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8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6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公司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轻公司经营负担；优化公司资

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公司未来资金需求，公司拟将持有的深圳市异度信

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异度信息”）53.25%的股权进行转让，基本情况如

下： 

（一）交易受让方：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辉实

业”）。 

（二）标的资产：异度信息 53.25%的股权。 

（三）交易方式：受让方以货币资金的形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四）交易对价：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30046号评估报告，截止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月 31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异度信息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8989.38 万元，

53.25%的股权对应价值为 4786.84万元。经公司与新鸿辉实业商议决定，本次交

易价格参照此评估价，最终确定以 4792万元转让。 

（五）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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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保证金 100万元；在工商主管机关出具标的股权办理完成过

户登记文件之日起 3 个月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转让款。 

（六）本次交易仅对公司持有的异度信息股权进行转让，对于异度信息原股

东业绩对赌补偿款，公司将继续加大催收力度，维护好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此次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本次交易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正式转让协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异度信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异度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曾用名 深圳市誉融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6066520X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四道 31号 

法定代表人 张子和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信息技术、电子产品、教育应用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多媒体产品的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产品（不

含限制项目）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无线接入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经营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024 年 5 月 7 日 

（二）异度信息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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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626.47 626.47 53.25 

张子和 263.628 263.628 22.41 

深圳市聚脉创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149.906 149.906 12.74 

周芳 103.383 103.383 8.79 

深圳市明成创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33.083 33.083 2.81 

合计 1176.47 1176.47 100 

（三）异度信息经营情况 

异度信息目前是高乐股份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核心技术和嵌

入式硬件产品的开发，并以云服务和核心技术为支撑，开发云课堂相关信息化应

用、系统及解决方案。异度信息围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应用，

自主开发大量的软、硬件产品及系统，主要产品、解决方案包括：智能云教学设

备、一体化云教学设备、移动云课堂设备、互动录播系列软硬件、集控设备、在

线教学系统、云课堂大数据管理系统等。 

（四）异度信息财务数据 

异度信息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518,985.80 94,984,321.10 

负债总额 28,784,076.94 32,355,297.07 

股东权益 57,734,908.86 62,629,024.03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747,542.45 22,489,071.08 

营业总成本 984,573.49 12,532,550.58 

净利润 -4,894,115.17 -134,143,257.06 

（五）异度信息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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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出售的异度信息 53.25%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也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

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受让方基本情况 

（一）新鸿辉实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旭恩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流沙金丰园 D幢东起第 12号门市 1-2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817829828880  

经营范围：参与实业投资、国内贸易（涉及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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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05 年 11月 30日 

（二）主要股东：杨旭恩先生持股 70%，马辉龙先生持股 30%。 

（三）新鸿辉实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所控制的企业，截至目前

新鸿辉实业持有公司 13.20%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新鸿辉实业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四）受让方财务数据 

新鸿辉实业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07231139.69 408335161.19 

负债总额 507097051.54 506647051.54 

股东权益 -99865911.85 -983118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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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总收入 0 1414551.6 

营业总成本 1554021.5 22566114.55 

净利润 -1554021.5 -21151562.95 

备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交易受让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30046号评估报告，截止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月 31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异度信息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8989.38万元，53.25%的股权对应价值为 4786.84

万元，公司同意按 4792万元价格转让给新鸿辉实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在于加快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轻公司经营负担；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未来资金需求。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后，

异度信息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

金额及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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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在过去 12个月未与新鸿辉实业发生交易。 

七、相关审议程序与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为加快公司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轻公司经营负担；优化公司资

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未来资金需求。公司同意按 4792 万元价格转让给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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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事前就拟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提交的《关于转让控股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通知了独立董事，事前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

我们认为本次转让综合考虑了异度信息经营情况及公司自身业务发展情况，有利

于公司加快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轻公司经营负担，优化公司资源配

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公司未来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

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

意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会议在审议本次董事会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应依法回

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转让综合考虑了控股子公司异度信息经营情况及公司自身业

务发展情况，有利于公司加快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轻公司经营负担，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公司未来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当期利益

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董

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表决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

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转让持有的异度信息53.25%

的股权。 

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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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综合考虑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异度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及

公司自身业务发展情况，有利于公司加快资金回笼，改善公司财务水平，减轻公

司经营负担，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满足公司未来资金需求，符合

公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股权转让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 6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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