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美数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证券代码：300248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9-004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美数联（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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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股东
大会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交易最终能否实施存在审批风险。本次交易尚需满
足相关交割条件。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9 年 1 月 6 日，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开
普”）、完美数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数联”）、上海天维恒瑞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维恒瑞”）与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鑫”）签署了相关交易协议，上海云鑫拟以人民币 25,000
万元对完美数联进行增资。上海云鑫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前，完美数联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新开普持有 85.71%
股权，天维恒瑞持有 14.29%股权。本次交易交割全部完成后，完美数联注册资
本将增加至 2,857 万元，新开普持有 60%股权，天维恒瑞持有 10%股权，上海云
鑫持有 30%股权。
（二）关联关系
2019 年 1 月 6 日，杨维国、付秋生、尚卫国、赵利宾、华梦阳、傅常顺、
杜建平、刘恩臣、葛晓阁与上海云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上海云鑫合计受
让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210,00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28%。
该事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交办理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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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上海云鑫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19 年 1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
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美数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维国、付秋生、尚卫国、赵利宾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批，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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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087812799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5,178.2336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2 月 11 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 207 号 13 号楼 419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
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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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云鑫 100%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上海云鑫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完美数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华梦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EE23XB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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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9 月 3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 601 号楼 4 层 515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市场调查；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不含医用软件）；软件开发；产品设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完美数联股权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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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增资转让前后完美数联股权结构对照表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交割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开普

1,714.2857

85.71%

1,714.2857

60.00%

天维恒瑞

285.7143

14.29%

285.7143

10.00%

上海云鑫

--

--

857.0000

30.00%

合计

2,000.0000

100.00%

2,857.0000

100.00%

以上信息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财务情况
完美数联于 2018 年 9 月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事宜，目前尚未实际开展
业务，尚未编制财务报表。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基于各方愿以完美数联为合作载体，构建完整的科技体系，服务学生成长过
程，成为学生立德、树人、成长及人才数据服务商这一共同愿景。经友好协商，
各方一致同意上海云鑫出资人民币 25,000 万元对完美数联进行增资，其中人民
币 857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24,14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原股东新开普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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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恒瑞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
上海云鑫出资人民币 25,000 万元对完美数联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857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24,14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交易需满足相关交割条
件，交割全部完成后，完美数联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2,857 万元，新开普持有 60%
股权，天维恒瑞持有 10%股权，上海云鑫持有 30%股权。
（二）增资价款将用于业务能力扩张、资本支出、经营、销售和一般流动资
金补充。
（三）上海云鑫提名的 1 董事及 1 名副总经理在完美数联任职。
（四）增资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后生效。对增资协议的修订仅得由各方以书
面方式作出并在各方签署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
完美数联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有影响。
七、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完美数联，是为了发挥“完美校园”互联网平台优势和
品牌价值，与学校各个垂直场景深度融合，服务学生的学习生活、校园生活、教
育培训、实习就业、社区服务等方面，助力高校提供更优质的生活管理、教学管
理、人才成长管理服务，帮助大学生提升校园生活质量、提升就业能力和素质，
为高校、企业与社会提供有效的连接平台，成为高校信息化生态共建者。
作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金服”）的
全资子公司，上海云鑫本次增资完美数联，是新开普与蚂蚁金服围绕着让校园成
为科技应用创新的高地，用科技赋能助力学生立德、树人、就业这一愿景而采取
的重大战略合作举措。完美数联将结合蚂蚁金服生态体系与科技能力，打造基于
新开普的产品能力与服务体系的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在输出智慧校园解决方案的
同时构建一套完整的科技化体系帮助学生成长。
本次合作后，完美数联将整合行业生态，使“完美校园”成为中国高校大学
生官方综合服务入口和著名品牌。同时，完美数联将整合业务资源优势，完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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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技术体系，服务于学生成长过程，成为学生立德、树人、成长及人才服务商。
完美数联还将整合股东优势，深耕产业互联网，向各类校园输出先进、安全、可
靠的场景化服务及信息化解决方案，夯实数字化场景数据，成为教育信息化综合
运营商。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完美数联未与上海云鑫发生过关联交易。
九、审核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海云鑫
增资完美数联的《增资协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
与上述事项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2、董事会意见
2019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非关联董事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
资完美数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作为蚂蚁
金服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云鑫本次增资完美数联，是新开普与蚂蚁金服围绕着让
校园成为科技应用创新的高地，用科技赋能助力学生立德、树人、就业这一愿景
而采取的重大战略合作举措。完美数联还将整合股东优势，深耕产业互联网，向
各类校园输出先进、安全、可靠的场景化服务及信息化解决方案，夯实数字化场
景数据，成为教育信息化综合运营商。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交易的定价合理，遵循了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监事会意见
2019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美数联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合作是新开普与
蚂蚁金服围绕着让校园成为科技应用创新的高地，用科技赋能助力学生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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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业这一愿景而采取的重大战略合作举措。本次合作后，完美数联将整合行
业生态，成为学生立德、树人、成长及人才服务商。完美数联还将整合股东优势，
成为教育信息化综合运营商。本次上海云鑫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反
映了完美数联的股权价值，遵循了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上海云鑫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遵循了自愿、平等、互
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董事杨维国、付秋生、尚卫国、赵利宾在董事会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
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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