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编号：2016-078
证券代码：836053

证券简称：友宝在线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增资方式对外投资参股的公告
（修订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友宝在线”
）
拟以现金 400 万新加坡元（以下简称“新元”，2016 年 11 月 16 日新
元对人民币的收盘汇率为 4.8646，400 万新元折合人民币 1,945.84 万
元，本公告中所有新元金额折算为人民币金额均按该汇率计算）对 JR
Vending Pte. Ltd.（以下简称“JR 公司”
）进行增资入股。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 JR 公司 43.48%的股权（共计 80,000 股）
，成为 JR
公司的参股股东。
在本次投资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有权以增资方式追加投资
100 万新元（人民币 486.46 万元）。追加投资后，JR 公司的投后估
值为 1,030 万新元（人民币 5,010.54 万元），公司的持股比例增加至
48.54%。
根据公司、JR 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
例计算如下（此表中购买 JR 公司的股权金额换算为人民币金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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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友宝在线
参股 JR 公司的交易金额
149,058.81
1,945.84
36,905.21

1,945.84

占比
1.31%
5.27%

注：友宝在线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取自公司 2015 年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6）第 110ZB4224 号《审计报告》审计
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JR 公司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为 1,679,645
新元（人民币 8,170,801.07 元），净资产为-641,511 新元（人民币-3,120,694.41 元），
总收入为 404,183 新元（人民币 1,966,188.62 元），净利润为-319,069 新元（人民
币-1,552,143.06 元），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不导致公司取得或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因此本次交易 JR 公司的资产总额和资产
净额均以本次股权投资交易价格核算。

由上表可以看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投资的交易金额为 400 万新
元，折合人民币 1,945.8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人民币 149,058.81 万元的比例为 1.31%，
未达到 50%；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资产净额人民币 36,905.21 万元的比例为 5.27%，未达到 50%，且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
总额 149,058.81 万元的比例为 1.31%，未达到 30%。因此，本次交易
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此外，本次交易事项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制度》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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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交易对手方名称：深圳乐享自动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乐园路 68 号湖贝新村 90 号
301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
法定代表人：刘伟嘉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 元
营业执照号：91440300MA5DL0K50X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通信综合集成系统
网络的设计、技术开发、上门安装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技术开
发、上门安装与维护;计算机、网络产品、数码产品、通信交换终端
设备的销售与租赁;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
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系统设计;电脑平面
及立体设计;网页设计;计算机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智能网络控制系
统设备、网络系统工程的设计及上门安装。(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与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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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股权出资等出资方式。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名称：JR Vending Pte. Ltd.
注册地址：8 Senoko South Road, #03-01, Chng Kee’s Foodlink ,
Singapore 758095
经营范围：自动售货机业务
本次增资前，JR 公司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情况：
本次增资前，JR 公司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情况：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金额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JR Group Holdings
新加坡元
100,000.00
100,000
100%
Pte. Ltd.
注：表中 100,000.00 新元折合人民币 486,460.00 元。

本次增资后，JR 公司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情况：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金额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JR Group Holdings
新加坡元
100,000.00
100,000
54.35%
Pte. Ltd.
深圳乐享自动技术有
新加坡元
200,000.00
3,993
2.17%
限公司
友宝在线
新加坡元 4,000,000.00
80,000
43.48%
注：表中 200,000.00 新元折合人民币 972,920.00 元；4,000,000.00 新元折合
人民币 19,458,400.00 元。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JR 公司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为 1,679,645
新元（人民币 8,170,801.07 元），净资产为-641,511 新元（人民币
-3,120,694.41 元）
，总收入为 404,183 新元（人民币 1,966,188.62 元），
净利润为-319,069 新元（人民币-1,552,143.06 元）。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海外自动售货机业务

公告编号：2016-078

的拓展，有利于巩固和寻求公司盈利增长点，实现公司的战略规划，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从长期战略规划出发做出的谨慎决定，能有
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公
司将积极完善内部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可能
出现的风险，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收益。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将会完善公司在自动售货机领域的产品布局、资源
整合，对于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是公司自身
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
《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
（二）
《投资意向协议》

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