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373

证券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1-025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暨引入合格投资者并
实施员工持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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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文传媒”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明星通”）拟通过增
资扩股的方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暨引入合格投资者并实施员工持股（以下简称
“混改及员工持股”或“本方案”），合格投资者的持股数量将不超过100万股
（约对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成后总股本的0.9%），员工持股数量将不超过
9,989,010股（约对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成后总股本的9%），最终结果将依据公
开征集合格投资者、员工持股平台/持股员工出资的实际情况确定。
 智明星通混改及员工持股方案尚须履行智明星通股东大会的审议和江西
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文资办”）的审批程序，
并在取得前述审议、审批后履行公开征集合格投资者、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进行定向发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上述程
序能否顺利完成具有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为公开征集投资方，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已在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备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智明星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智明星通发展活力和整体效益，

智明星通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开展混改及员工持股，合格投资者的持股数量将
不超过100万股（约对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成后总股本的0.9%），员工持股数量
将不超过9,989,010股（约对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成后总股本的9%），最终结果
将依据公开征集合格投资者、员工持股平台/持股员工出资的实际情况确定。
智明星通混改及员工持股实施完成后，中文传媒持有智明星通的股权将不低
于90.09%，控股股东地位不变。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1.董事会意见
2021 年 4 月 26 日，中文传媒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暨引入合格投资者并实施员
工持股的议案》，同意智明星通进行混改及员工持股。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同华”）对控股子公司智明星通拟进行混合改制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评估的行为是合理且必要的；该评估机构拥有合规的评估资质，具有较强的专
业能力；中同华与中文传媒、智明星通无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其所采用的评
估方法及折现率计算方法清晰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本次智明星通混改及员工持股，是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可以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有利于智明星通的持续
稳定发展。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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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80469733R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 号致真大厦 C 座六层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吴涤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8 年 9 月 18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不
得面向全国招生）；计算机系统集成；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日用品、文化用品、电
子产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化妆品；出租办公用房；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出版物零售；经营电信业务。
智明星通股票已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在股转系统挂牌，证券简称为“智明星
通”，证券代码为“87280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 年 5 月 31 日
/2020 年 1-5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总资产

3,113,814,050.74

3,193,039,366.88

3,474,212,709.75

2,851,631,200.34

总负债

1,643,092,889.27

1,504,873,219.55

1,877,582,009.90

1,503,803,400.31

所有者权益

1,470,721,161.47

1,688,166,147.33

1,596,630,699.85

1,347,827,800.03

营业收入

802,312,418.01

2,098,415,456.62

3,120,930,280.76

3,978,778,262.40

净利润

217,055,014.14

620,735,447.48

755,971,356.76

724,353,006.78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注：智明星通 2017—2019 年年度报告详见股转系统披露的相关公告。
股权结构：中文传媒持有 99.99%、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章投资”）0.01%。
（二）审计与评估
本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和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智明星
通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的资产进行了专项审计和评估，并分别出具了专项审计
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信永中和于 2021 年 3 月 28 日出具的“XYZH/2021CSAA10067”《审计报
告》，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智明星通（合并报表）经审计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311,381.41 万元，负债为 164,309.29 万元，净资产为 147,072.12 万元。智明
星通（母公司报表）经审计后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16,897.78 万元，负债为
63,264.44 万元，净资产为 53,633.34 万元。
根据中同华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010337
号”《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混合改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智明星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96,000.00 万元。该
评估结果已在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备案。
本次智明星通混改及员工持股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混改和员工持股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之间的损益归原股东所有。
四、 智明星通开展混改及员工持股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引入合格投资者
智明星通拟向合格投资者增发不超过 100 万股（约对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成
后总股本 0.9%），具体实施方式为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引入
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的增资价格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备案确定的
每股净资产评估值作为作价依据，即底价为每股 39.60 元，出资方式应当为现金
出资。
（二）员工持股
智明星通本次员工持股数量不超过 9,989,010 股（约对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
成后总股本的 9%），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将不超过公司截至本方案实施完成后的
总股本的 1%。员工持股将分为不同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的员工持股方案主要在
经营管理层、研发团队及发行团队中实施，总股份数量不超过 790,402 股（约对
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成后总股本的 0.71%），剩余部分作为预留股份，预留股份
总量为 9,198,608 股（约对应混改及员工持股完成后总股本的 8.29%）。具体人
员名单及持股数量均由智明星通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参与员工持股的员工均需以现金的方式出资。第一阶段员工持股的入股价格
及预留股份的价格，均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备案确定的每股净资产评
估值为作价依据，与引入的合格投资者同股同价，即每股 39.60 元。在预留股份

实施时，若届时法律法规或国资监管政策另有规定的，则预留股份实施价格依据
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第一阶段的员工持股将由参与持股的员工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
并由持股平台向智明星通进行增资实现员工间接持股。预留股份阶段的员工持股
届时将结合实际情况以个人名义直接持股或者通过公司制企业、合伙制企业、资
产管理计划等持股平台持股。
第一阶段的员工持股自取得省文资办批准后开始实施，预留股份阶段的员工
持股自取得省文资办批准之日起十年内分批实施。
（三）关于智明星通实施混改及员工持股后的股权结构设置
实施前持股数量
序号

股东名称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
1

中文传媒

99,990,000

99,990,000

不低于 90.09%

2

华章投资

10,000

10,000

不低于 0.01%

3

合格投资者

0

不超过 1,000,000

不超过 0.9%

4

员工持股（第一阶段）

0

790,402

0.71%

5

员工持股（预留股份）

0

不超过 9,198,608

不超过 8.29%

100,000,000

不超过 110,989,010

100%

合计

注：本表格中实施后的数据为根据方案申报的股份数上限计算得出，最终以
实施情况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智明星通开展混改及员工持股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智明星
通发展活力和整体效益，实现公司效益最大化，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稳定
和激发核心团队积极性和创造力，改变过去单一绩效激励模式，通过股权方式将
管理团队、核心员工的利益与智明星通长期利益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双赢。
智明星通混改及员工持股实施完成后，中文传媒持有智明星通的股权将不低
于 90.09%，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六、风险提示
1.智明星通混改及员工持股方案尚须履行智明星通股东大会的审议和省文

资办的审批程序，并在取得前述审议、审批后履行公开征集合格投资者、通过股
转系统进行定向发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上述程序能否顺利完成具有不确定
性，智明星通混改及员工持股事项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2.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示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中文传媒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文传媒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
见
3.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5 月审计报告》（编号：
XYZH/2021CSAA10067）
4.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混合改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0]）第 010337 号）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