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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5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深圳市楷魔视觉工场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8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全资子公

司北京火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星时代”）与五莲晟鼎网络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鼎合伙”）、五莲儒臻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儒臻合伙”）、日照源乐晟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日照合伙”）、深圳市德益华影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德益合伙”）、深圳市大道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道风有限”）、

厦门璧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璧洲有限”）签订《北京火星时代科技

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火星时代以自有现金购买深圳市楷魔视觉工

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楷魔视觉”或“标的公司”）80%股权，本次

交易对价 34,050 万元。 

（二）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购深圳市楷魔视觉工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80%股权的议案》，同意上述收购事

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本次交易背景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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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优质资源，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楷魔视觉致力于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为集前期创作、现场指导和后期特效制

作及技术研发于一体的新兴影视特效的创意和制作公司，聚集了国际顶尖视效制

作经验和技术的专家，以拥有 8 年以上经验和技术的高端人才为主。火星时代主

营业务为数字艺术设计职业教育，影视后期专业为四大专业之一，具体课程包括

影视剪辑与包装设计师班、C4D 全科班、影视剪辑大师班、影视模型渲染设计

师班、数字造型艺术高级研修班、MAYA 全科班、影视角色动画设计师班、影视

特效设计师班、影视原画高级设计师班、影视后期合成设计师班、影视合成全科

班、影视 VR 创作大师班等 12 门课。目前火星时代拥有影视后期专业的老师超

过 80 名、影视后期专业的日常在校生超过 2,000 名，截止目前累计培养影视后

期人才几万名。 

楷魔视觉与火星时代在业务领域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具体表现为： 

（1）在人才方面，火星时代培养的影视后期专业的优秀学生可以加入楷魔

视觉制作团队，既为火星时代学员就业拓宽渠道，又为楷魔视觉扩大业务规模奠

定人才基础。 

（2）在培训内容上，楷魔视觉制作项目中基础部分可以以项目实战方式输

送到火星时代课堂，帮助火星时代学员实践锻炼，更好地衔接学习和未来的工作,

大幅提升火星时代的教学质量。同时火星时代借助楷魔视觉，可以了解影视后期

制作行业人才需求方向，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3）在品牌宣传上，楷魔视觉以重工业体系和流程开发打造头部内容项目，

引领和推动中国视效大片的发展。视效大片成功率更高，影响力更大，楷魔视觉

制作的视效电影, 鼓励火星时代学员参与。电影上映后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有助于火星时代进一步奠定行业地位，提升品牌影响力，扩大招生规模。 

（4）在行业资源上，楷魔视觉和火星时代分别是数字技术制作和培训领域

的领导者，可以共享行业资源及人脉，共同发展壮大。 

 

（二）共建高端人才培训基地 

楷魔视觉是以拥有韩国、香港及大陆顶尖视效制作经验和技术的艺术家们组

成的电影特效公司，已主导及参与制作数十部电影及动画片，有丰富的项目实战

经验和顶尖的项目制作技术。火星时代作为国内数字艺术教育龙头企业，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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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职业教育运营管理、教学经验，目前拥有 400 多位专职老师。 

楷魔视觉和火星时代可以利用各自优势联合开设影视特效班、高级培训班，

结合楷魔视觉顶尖的视效制作技术和火星时代的培训管理经验，为有基础的、在

职的视效制作人才提供更高端的进阶培训，弥补市场上在这一领域的空缺，占领

制高点。 

 

（三）为公司带来长期稳定、持续的财务收益 

2009 年至 2017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由 62.06 亿元增长至 559.11 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 31.62%，影视后期制作行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时期，楷魔视觉作

为专业的电影特效制作公司，有望充分受益电影产业的成长带来的持续增长，将

成为上市公司净利润的重要增长点。2018 年至 2020 年，楷魔视觉相关股东承诺

楷魔视觉 2018 年净利润不低于 3,600 万元，2018 年和 2019 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 8,460 万元，2018 年至 2020 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5,021 万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将有较大提升。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晟鼎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五莲晟鼎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中心 3 楼 E 区 103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阳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21MA3MXBK69D 

成立日期 2018-04-08 

经营范围 

从事互联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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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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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豫松 货币 30.00 60.00% 

2 高阳 货币 20.00 40.00% 

合计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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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臻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五莲儒臻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中心 3 楼 E 区 1035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阳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21MA3MX83Q66 

成立日期 2018-04-04 

经营范围 

从事互联网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

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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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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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豫松 货币 48.00 96.00% 

2 高阳 货币 2.00 4.00% 

合计 50.00 100.00% 

 

（三）日照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日照源乐晟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中心 3 楼 E 区 1037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阳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21MA3MXJKF4R 

成立日期 2018 年 04 月 09 日 

经营范围 

从事互联网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

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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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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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豫松 货币 30.00 60.00% 

2 高阳 货币 20.00 40.00% 

合计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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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益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市德益华影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香梅路嘉隆星苑裙楼 106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同德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35268615M 

成立日期 2015-04-28 

经营范围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

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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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

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2、主要股东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同德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400.00 93.33% 

2 刘新玉 货币 100.00 6.67% 

合计 1,500.00 100.00% 

 

（五）璧洲有限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厦门璧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 580 号 10C 室 

法定代表人 林萃斌 

注册资本 2,18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303296064F 

成立日期 2015-04-10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

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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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萃斌 货币 560.00 25.69% 

2 林萃侨 货币 500.00 22.94% 

3 林向荣 货币 300.00 13.76% 

4 林伟发 货币 150.00 6.88% 

5 林锡臻 货币 120.00 5.50% 

6 邓美芳 货币 110.00 5.05% 

7 李志刚 货币 70.00 3.21% 

8 林裕鸿 货币 60.00 2.75% 

9 吴道兴 货币 30.00 1.38% 

10 罗均联 货币 25.00 1.15% 

11 陈三莉 货币 20.00 0.92% 

12 林旭东 货币 20.00 0.92% 

13 林明辉 货币 20.00 0.92% 

14 林萃春 货币 20.00 0.92% 

15 黄天宙 货币 20.00 0.92% 

16 林李生 货币 20.00 0.92% 

17 沈君祥 货币 15.00 0.69% 

18 林思伟 货币 10.00 0.46% 

19 罗满群 货币 10.00 0.46% 

20 罗永城 货币 10.00 0.46% 

21 林锡洪 货币 10.00 0.46% 

22 林思斌 货币 10.00 0.46% 

23 林水金 货币 10.00 0.46% 

24 林家全 货币 10.00 0.46% 

25 林晓华 货币 10.00 0.46% 

26 黄天明 货币 5.00 0.23% 

27 林豫樟 货币 5.00 0.23% 

28 林艳 货币 5.00 0.23% 

29 黄啟南 货币 5.00 0.23% 

30 林志华 货币 5.00 0.23% 

31 吴艳群 货币 5.00 0.23% 

32 林冬梅 货币 5.00 0.23% 

33 罗焕运 货币 5.00 0.23% 

合计 2,180.00 100.00% 

 

（六）大道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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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市大道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平东路 190 号 133 栋 208 室 

法定代表人 叶德源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753086XR 

成立日期 2013-08-26 

经营范围 

企业形象设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品牌推广;文化艺术表演策划;影视

文艺策划;从事广告业务;图文设计制作;会务服务;展览策划;婚庆策

划;礼仪策划;摄影服务;网页设计;商务咨询;餐饮管理咨询;艺术培训;

教育咨询;^影视节目策划;影视剧拍摄。 

 

2、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梁艺瑜 货币 150.00 50.00% 

2 叶德源 货币 150.00 50.00% 

合计 300.00 100.00% 

 

上述自然人、法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中小板《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

定的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楷魔视觉 80%股权，包括晟鼎合伙持有的 15%股权、

儒臻合伙持有的 20%股权、日照合伙持有的 15%股权、德益合伙持有的 15%股

权、璧洲有限持有的 10%股权、大道风有限持有的 5%股权。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楷魔视觉工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阳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22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57 号科技大厦二期 B 座 104 

经营范围：数字影像技术服务和研发；多媒体数字技术服务和研发；数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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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技术开发、服务和咨询；数字科技、影视成像技术及视觉特效领域内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软件技术开发；企业及产品形象策划；游

戏开发。教育培训。^CG、3D 立体制作；影视后期技术咨询和制作；三维数字

影像；全息影像；视觉特效策划和制作；电脑动画制作；游戏 CG 制作； 

主营业务：影视后期特效制作。 

 

（二）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晟鼎合伙 150 25% 

2 儒臻合伙 120 20% 

3 日照合伙 90 15% 

4 德益合伙 90 15% 

5 璧洲有限 60 10% 

6 深圳市维度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60 10% 

7 大道风有限 30 5% 

合计 600 100% 
 

林豫松与高阳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标的公司 70%股权。 

 

（三）主要财务数据 

楷魔视觉 2017 年度、2018 年 1-3 月的财务报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E50218 号），经审计后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 5,765.34 

营业利润 -121.17 2,135.83 

净利润 -119.59 2,060.86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247.75 5,534.48 

负债总额 745.33 912.46 

净资产 4,502.42 4,622.01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2.86 2,0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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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楷魔视觉 2018 年已签订但尚未执行完毕的制作项目

有 12 个，项目合同总金额约 1.1 亿元。 

 

（四）标的公司业务介绍 

楷魔视觉成立于 2014 年，主营业务为影视特效制作，业务链覆盖影视特效

全流程，包括特效技术研发、前期视觉开发、现场特效拍摄和特效制作等。 

楷魔视觉在国内影视特效行业已具备良好口碑，与诸多国内外导演、制片人

和出品公司保持紧密合作，至今已完成国内外近二十多部影院电影作品，包括郑

保瑞导演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赵天宇导演的《微微一笑很倾城》；

郭子健导演的《悟空传》；王晶、关智耀导演的《追龙》；王晶、钟少雄导演的《降

魔传》；非行导演的《鬼吹灯之云南虫谷》；萧锋导演的《大轰炸》； S. Shankar

导演的《机器人 2》；李海蜀、黄彦威导演的《生死语者》；钟智行导演的《西行

纪》；吴品儒导演的《惊天破》等。楷魔视觉拥有韩国、香港及大陆的顶尖特效

制作经验和技术的专业人才，每种制作流程都有韩国技术总监统筹协作，专注头

部电影市场高端特效制作业务，公司制作能力及作品质量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中，火星时代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楷魔视觉 80%股权，交易价格

为 34,050 万元。 

 

（二）定价原则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8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

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857 号），本次评估运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

法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定价的参考依据。经过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楷魔视觉按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为 42,870.00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楷魔视觉 80%股权交易价格

34,050 万元。 

 

（三）交易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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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楷魔视觉 80%股权的交易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对方转让 

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支付对价金额（万元） 

1 儒臻合伙 20% 8,580.00 

2 日照合伙 15% 6,435.00 

3 晟鼎合伙 15% 6,435.00 

4 德益合伙 15% 6,300.00 

5 璧洲有限 10% 4,200.00 

6 大道风有限 5% 2,100.00 

合计 80% 34,050.00 

 

（四）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楷魔视觉 80%股权，该等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五）股权交易和转让款的支付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由火星时代向交易对方按照如下方式支付： 

火星时代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儒臻合伙、晟鼎合

伙、日照合伙支付现金价款合计 15,015 万元； 

若标的公司 2018 年度完成业绩承诺，火星时代应于标的公司 2018 年度专项

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儒臻合伙、晟鼎合伙、日照合伙支付现金

价款合计 4,290 万元； 

若标的公司 2019 年度完成业绩承诺，火星时代应于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专项

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儒臻合伙、晟鼎合伙、日照合伙支付现金

价款合计 2,145 万元； 

火星时代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向德益合伙、璧洲有

限、大道风有限支付现金价款合计 4,410 万元；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120

个工作日内向德益合伙、璧洲有限、大道风有限支付现金价款合计 8,190 万元。 

 

（六）增持股份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楷魔视觉实际控制人林豫松、高阳承诺以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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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人主体（以下简称“持股主体”）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或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百洋股份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 1 亿元，该等股份自取得

之日起 24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

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在上述锁定期满且以前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均

已履行完毕后，持股主体通过增持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照如下原则予以解

禁：①自该等股份取得之日起已满 24 个月，且连续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总

市值超过 100 亿元，持股主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解禁比例为 25%；②自该等

股份取得之日起已满 36 个月，持股主体持有的所有仍未解禁的上市公司股份均

予以解禁。 

经林豫松、高阳同意并确认，自持股主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内，林豫松、高阳各自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少其持有的持股主体的出资额。 

 

（七）本次交易前后楷魔视觉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晟鼎合伙 150 25% 60 10% 

2 儒臻合伙 120 20% - - 

3 日照合伙 90 15% - - 

4 德益合伙 90 15% - - 

5 璧洲有限 60 10% - - 

6 深圳市维度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60 10% 60 10% 

7 大道风有限 30 5% - - 

8 火星时代 - - 480 80% 

合 计 600 100% 600 100% 

 

（八）业绩承诺及补偿 

2018 年至 2020 年，标的公司股东儒臻合伙、日照合伙、晟鼎合伙（以下简

称“补偿义务人”）及实际控制人林豫松、高阳承诺标的公司 2018 年净利润不低

于 3,600 万元，2018 年和 2019 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8,460 万元，2018 年至

2020 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5,0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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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每年度结束后火星时代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

报告，如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的，火星时代有权要求补偿义务人

按下列公式计算的金额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标的资产交易作价

－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金额； 

单个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总金额×单个补偿

义务人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全部补偿义务人截至本协议

签署日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之和。 

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计算的当期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

偿的金额不冲回。 

发生现金补偿时，则应先自火星时代需向补偿义务人支付的当期应付交易价

款中扣减后仍剩余的交易价款对价再支付给补偿义务人；扣减不足的，由补偿义

务人以现金补足。 

林豫松、高阳分别就上述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火星时代应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60 日内，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减值测试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本次交易出具的《评估

报告》的估值方法一致。 

若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发生减值，且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

已补偿现金总额，补偿义务人应当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进行现金补偿，计算公式

如下：标的资产减值部分的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

偿现金总额。 

 

（九）超额奖励 

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均足额完成业绩承诺且 2018年至 2020年累积实现

的净利润数高于 15,021 万元，火星时代同意标的公司 2020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及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超额净利润的 30%作

为奖励一次性支付给标的公司管理层，上述超额净利润奖励的具体名单及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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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奖励金额由业绩承诺人拟定并经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予以确定。超额净利

润的计算公式如下： 

超额净利润＝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三年累积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15,021 万元。 

上述超额净利润奖励金额之和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的 20%。 

标的公司管理层自收到上述税后奖励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在二级市场上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全额购买百洋股份股票；若管理层买卖百洋

股份股票存在窗口期，则购买股票期限自然顺延。该等股份自标的公司管理层取

得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

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十）竞业禁止承诺 

标的公司股东儒臻合伙、日照合伙、晟鼎合伙及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豫松、

高阳承诺，林豫松、高阳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在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期间或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7 年内，儒臻合伙、日照合伙、晟鼎合伙、

林豫松、高阳及各自的关联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合经营）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标的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

经营活动，也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标的公司）届

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 

 

（十一）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为标的资产交割期，火星时代与交易对方应共同

确定交割审计基准日。自评估（审计）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完成日（含

当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产生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火星时代

享有。标的资产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在交

割完成后且资产交割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20 日内，按照本协议签署日交易对方

各自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火星时代补足，该等须补足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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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的内容为准。 

过渡期内，交易对方应对其持有的标的资产尽善意管理义务，保证持续拥有

标的资产的合法、完整的所有权以使其权属清晰、完整；确保标的资产不存在司

法冻结、为其自身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或其他权益；合理、谨

慎地运营、管理标的资产；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致标的资产价值减损及无形资

产或资质无效、失效或丧失权利保护的行为；不自行放弃任何因标的资产形成的

债权，或以标的资产承担其自身债务。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如实施新的资产处置、利润分配、借款、担保、重组、

放弃债务追索权、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或基金投资、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生产

经营以外可能引发标的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决策，应事先征求火星时代的书面同

意后方可实施；过渡期内，非经火星时代书面同意，标的公司不得从事任何关联

交易行为。 

（十二）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以下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即应生效：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协议、议案均已经按照《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同意。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标的公司 80%股权，因而不涉及职工的用人单位变

更，原由标的公司聘任的员工在交割完成之日后仍然由标的公司继续聘用，上述

员工的劳动合同等继续履行。 

标的公司所有员工于交割完毕之日的工资、社保费用、福利费用由标的公司

承担。 

交易对方保证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与经火星时代认可

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签署不少于 3 年的服务合同、保密协议、竞业禁

止协议； 

 

七、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 

（一）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现金收购交易完成后，楷魔视觉将成为火星时代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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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将得到进一步扩大，盈利能力增强。为更好地发挥协同

效应，上市公司将从公司经营和资源配置等角度出发，对楷魔视觉在运营管理、

财务核算、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整合，能否顺利实

现整合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若整合过程中不顺利，将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发

展带来影响。 

 

（二）人员流失风险 

关键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是公司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是楷魔视觉核心

竞争力的根本所在。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间对人才的争夺也日益激烈，

未来标的公司将可能面临关键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流失的风险，从而削弱标

的公司的竞争实力，将对上市公司业务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

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由于宏观经济、国家政策或市场竞争

等因素影响导致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目标，则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风

险，减值金额将计入上市公司利润表，从而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八、独立董事意见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王运生、高程海、江虹锐对本次股权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1、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的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有损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审核程序遵循了《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及结论

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公开，没有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3、上市公司聘请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

务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标的资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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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本次评

估工作符合法律法规、评估准则及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果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资产的市场

价值。 

4、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火星时代收购楷魔视觉 80%股权。 

 

九、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上市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5、深圳市楷魔视觉工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E50218 号）。 

6、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857 号）。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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