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C73 版 )
2、新锐移动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10号 3层 1-31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74158951P
法定代表人 姜虎
成立日期 2013年 7月 17日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筹备、策划大型庆典；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从
事文化经纪业务；组织体育赛事；体育咨询；演出经纪。（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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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锐移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姜虎 1369.1154 45.64%
2 齐月仙 363.8361 12.13%
3 北京星咖驾到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28.1253 7.60%
4 蜂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228.0161 7.60%
5 海南壹零六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9.9987 5.00%
6 徐州市鸿儒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7076 4.32%
7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9.1618 4.31%
8 石涛 69.1289 2.30%
9 刘春霞 69.1289 2.30%
10 北京同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6.4276 3.88%
11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7.3536 4.91%

合计 3000 100
（3）财务状况
根据北京希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希文审字[2020]

0177 号），新锐移动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月 29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9,620,061.62 32,225,366.80
负债总额 9,034,538.00 11,563,711.60
所有者权益 20,585,523.62 20,661,655.2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8,455,873.51 18,514,711.57
项目 2020年 1-2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8,192,065.01 90,978,140.16
营业利润 -2,046295.41 -3,026,156.11
利润总额 -2,076,131.58 -2,743,877.11
净利润 -2,076,131.58 -2,743,877.11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2,058,838.06 -2,400,82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093.19 -20,747,693.52
（4）主营业务
新锐移动是一家专业的网红达人孵化机构，主营业务为网红经纪、网红培训、品

牌加盟、网红电商、整合营销等。 网红经纪业务主要通过同网红签订经纪合同并向
其提供专业定位、培训后推荐给国内各主流直播平台，通过直播获得打赏分成取得
收益，这也是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公司于 2019 年下半年业务开始向网红电商领域
进行探索，并通过三位一体营销（社群营销、微店营销、电商营销）等方式进行，充分
利用公司大量的腰部网红资源，通过销售提成等方式获得流量变现收益。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 MCN 机构和直播公会，主要合作直播平台包括陌陌、火山、
全民 K 歌、西瓜、抖音、快手等主流平台。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签约主播近 4 万人，其
中活跃主播约 3000 人，并在北京、杭州、长沙、武汉、成都、佳木斯、唐山等多地成功
实行了“校花驾到”品牌加盟模式。 企业曾荣获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微博直播
实力机构；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直播巅峰榜评审机构、中国直播产业领袖峰会
最佳内容创新经纪公司等多重知名奖项。

公司拥有严格的渠道筛选、完善的培训体系、强大的增值服务、系统化管理等一
套标准的网红主播服务体系，并出版了国内全行业第一本网红孵化培训白皮书。 公
司信息化管理程度业内领先， 拥有自主研发了业内领先网红主播及粉丝数据库管
理 SaaS 平台软件系统“新锐邦”，大幅提升了从网红主播签约到打赏分成全业务环
节管理效率。 另外，公司“校花驾到”品牌衍生自其创始人早期创办的中国高校时尚
期刊《新锐》杂志（该杂志曾举办了数届“中国校花大赛”），作为一家从传统媒体进
化而来的网红 MCN 机构，依托其早期的 IP 资源积聚了较佳的口碑，在业内形成了
独特的品牌与资源优势。

（5）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徐州鸿儒于 2020 年 3 月与汇盈博润（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徐州鸿儒以 1200 万元的价格受让汇盈博润（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持有新锐移动 4.32%的股权，该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但由于疫情的影响，新锐移动 4.32%股权尚
未过户至徐州鸿儒名下。

（6）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中锋进行评估工作， 并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20）第 01031 号），经市场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锐移动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价值为 6,737,406.14 元。

（7）经核查，新锐移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索引教育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索引翱申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40号数码港旗舰大厦 8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2096715464T
法定代表人 蔡睿
成立日期 2014年 4月 11日
注册资本 2571.4286万

经营范围

国内教育信息咨询（不含培训及辅导），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凭许可证经
营），国内文化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信息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翻译服务，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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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索引教育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蔡睿 1800 70.0000
2 蔡建民 200 7.78
3 武汉天慧瑞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1.4287 6.66
4 徐州市嘉恒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8571 5.56
5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57.1428 10

合计 2571.4286 100
（3）财务状况
根据北京中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怡和审字[2020]

069 号），索引教育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5,668,737.56 75,128,500.77
负债总额 39,817,409.50 26,441,107.37

所有者权益 65,851,328.06 48,687,393.4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5,859,582.37 48,695,551.66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94,699,406.75 77,501,944.30
营业利润 18,535,995.19 20,217,983.20
利润总额 18,479,198.93 19,258,367.59
净利润 16,922,165.93 18,368,798.96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16,922,261.99 18,475,13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30,578.03 8,491,657.15
（4）主营业务
索引教育是中国知名的国际教育综合服务商， 为客户提供国际留学相关服务，

形成了留学代理及咨询服务和考试培训业务两大业务板块。 包括为个人客户提供
留学方案咨询、文书申请、签证以及留学后增值服务的留学中介业务；为大学院校
提供国内宣传、招生、辅导申请等服务的留学招生代理业务；以及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双师课堂” 的方式为机构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 A-level 课程培训的国际中学课
程培训业务。

公司自 1992 年在台湾成立以来，专注为学生提供卓越的留学及国际教育服务，
至今已积累了二十余年专业留学服务经验。公司拥有英国近百余所顶尖公立大学的正式
授权，为包括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谢菲
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南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等知名高校提供服务，是
国内拥有英国大学招生代理资质最全面的机构之一， 在英国大学招生服务市场排名前
列。 同时也是美国大学招生协会（AIRC）认证会员机构。 在上游渠道方面，公司在国内积
累了超过 1000家中小留学机构资源，形成稳定合作关系。

同时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提供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际中学预备 (衔接 )课程的
专业教育机构。公司与英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超过 200 所大学合作,为全球学生
提供 IGCSE� ,� A-Level,� IB 学习辅导与留学申请，深受广大学子欢迎。

（5）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徐州嘉恒于 2020 年 3 月与武汉天慧瑞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徐州嘉恒以 1300 万元受让武汉天慧瑞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索引教育 5.5556%的股权，该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但由于疫情的影响，索引教育
5.5556%股权尚未过户至徐州嘉恒名下。

（6）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中锋进行评估工作， 并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资产

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20）第 01031号），经收益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年 12月
31日，索引教育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价值为 12,254,233.07�元。

（7）经核查，索引教育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华艺园林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 7号富邻广场 B座 12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1492059280
法定代表人 胡优华
成立日期 1997年 5月 27日
注册资本 12,000万元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园林建筑、生态修复、水土保持、环境治理、造林、市政、照明、土石
方、节水灌溉、雕塑喷泉与景观小品的施工、维护；风景园林规划、旅游规划、
造林规划、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规划、建筑规划的设计；市政园林工程监理；
园林旅游开发、投资；花卉、苗木、草坪、盆景植物的种植、销售；园艺用品、园
林机具与园林辅助材料销售；生态园林研发、技术咨询培训（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园林养护、道路清扫、保洁服务、物业服务、市政工程维护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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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艺园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胡优华 5384.37 44.87
2 范丽霞 1070.11 8.92
3 安徽祯瑞能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 5.83
4 合肥钟灵毓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29.12 5.24
5 其他投资者 4216.4 35.14

小计 12,000.0000 100.00
（3）财务状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华艺园林 2019 年三季度报告， 华艺园

林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计 1,085,921,830.93 元， 归属于挂牌公司的净资产
为 602,131,365.33 元，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502,293,564.42 元，2019 年 1-9 月
净利润为 35,651,876.56 元。

（4）主营业务
华艺园林主要从事风景园林建设、保护与管理；园林与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

研发；园林植物与非园林植物资材的生产、销售等三大业务，包括集风景园林、生态
复绿、市政、古建、造林绿化、环境治理、节水灌溉的设计、施工、养护、监理、投资、技
术研发、咨询培训等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园林业务。

（5）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2020 年 3 月，睿泽天航咸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华艺园林 100 万流

通股在股转系统以成交确认委托的方式转让给徐州睦德的全资子公司徐州隽德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隽德）， 合计作价 698 万元。 徐州隽徳将华艺园林
100 万流通股通过股转系统转让给徐州睦德的全资附属机构徐州荣晋， 合计作价
330 万元，该标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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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中锋进行评估工作， 并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20）第 01031 号），评估情况：
华艺园林 2019 年全年交易信息中最低价格为 2019 年 10 月 22 日的每股 3.02

元，较高价格与较低价格均无代表性。 2019 年全年平均价格为 3.71 元，与评估基准
日前一个月的每股平均单价为 3.72 元，非常接近，同时又考虑到该价格已低于每股
净资产，故本次评估不再对交易价格进行因素调整，故确定本次评估每股评估价格
为 3.72 元。因此徐州荣晋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华艺园林为 100 万股评估值为 372
万元。

（7）经核查，华艺园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网拍天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常州网拍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 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3983704817
法定代表人 杨俭秋
成立日期 2014年 7月 21日
注册资本 133.33万元

经营范围 文化创意策划、广告设计、数码摄影摄像服务、图文处理、网页设计、计算机软
件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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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网拍天下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东 80.67 60.50%
2 徐州隽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3.33 25.00%
3 余欣甫 13.33 10.00%
4 杨俭秋 6 4.50%

合计 133.33 100%
（3）财务状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审字 [2020]1-02002 号）《审计报

告》，网拍天下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942,411.57 7,538,158.72
负债总额 5,818,994.19 4,212,279.93

所有者权益 5,123,417.38 3,325,878.79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9,056,176.69 11,094,441.01
营业利润 1,671,884.42 -2,751,565.95
利润总额 1,778,556.77 -2,719,410.48
净利润 1,797,538.59 -2,697,59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8,120.82 -1,181,855.84
（4）主营业务
网拍天下是全国领先的商品内容数据服务商，致力于打造通畅无阻的商品内容

数据的流通网络，通过“SAAS+ 线下生活服务”模式为品牌商提供商品数据中台服
务、为零售商提供商品数据管理等服务，解决品牌商内部协作混乱、零售商商品数
据管理低效、成本高的痛点。 2014 年创建至今，网拍天下在 IT 系统和落地服务领域
持续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安全可靠的系统产品、服务以及整体解决方案。

截止目前网拍天下已服务的品牌商超过 3000� 家，包括宝洁、雀巢、强生、欧莱
雅、联合利华、伊利、福临门、统一等知名品牌；平台合作方 5� 家：美团、饿了么、多
点、天猫、京东；零售商户 10� 余家： 沃尔玛、山姆、人人乐、超市发、盒马、步步高
等。

（5）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2019 年 6 月，霍尔果斯苍穹之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苍穹之下）将所

持网拍天下 25%的股权以 400 万元对价转让给徐州睦德全资子公司徐州隽武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隽武），该标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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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中锋进行评估工作， 并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20）第 01031 号），经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网拍
天下 25%的股权评估结果分别为：（单位：万元）

项目 所有者权益价值 流动性折扣 少数股权折扣 持股比例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市场法结果 8,604.91 41.6% 25% 1,588.41
收益法结果 6,841.10 12.09% 25% 1,503.05

由于收益法基于未来企业的持续经营，通过公司的收益现金流折现来估算所有
者权益价值，其收益预测数据受较多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特别是目前新冠病
毒的影响，未来经济形势、消费数据等都存在较大的不可预测性。 而市场法是选择
的是正常交易的市场数据， 合理的反应了当前经济形势下的供求关系与市场投资
预期，可以较好的反映企业的股权实际交易价值，因此本次评估选择市场法数据。
即交易性金融资产网拍天下 25%的股权评估值为 1,588.41 万元。

（7）经核查，网拍天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环球雅途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环球雅途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九道 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0栋 B座 17层
01-0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307762XD
法定代表人 张卫平
成立日期 2001年 10月 23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营电子商务；从事
计算机软硬件销售及服务；智能设备的开发、销售及服务；系统集成；网络工
程；弱电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智能网络控制系统及设备的设计、开发及上门安
装；计算机周边设备、通讯设备、网络设备、办公用品、办公耗材的销售及服
务；安全防范设备的开发、销售、上门安装与维护服务；机票、火车票、轮船票
以及景区门票等票务销售代理；旅游规划；为景区提供管理服务；酒店预订；
汽车租赁；差旅管理；会议、展览及活动策划；展览展示品的设计；展览展示工
程的设计及施工；会议及展览策划、服务；提供会议及展览服务；经贸文化交
流活动策划；旅游纪念品的销售；疗养院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商
务信息咨询（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
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呼叫中心业务；电信增值
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疗休养服务。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环球雅途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慧德控股有限公司 6285 62.85%
2 张卫平 1480 14.80%
3 深圳市环球创展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00 10.00%
4 赵勇生 500 5.00%

5 深圳市环球雅途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500 5.00%

6 刘丰元 180 1.80%
7 徐州隽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5 0.55%

合计 10000 100%
（3）财务状况
根据北京中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怡和审字 [2020]

0067 号），环球雅途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4,573,373.11 107,912,011.24
负债总额 27,608,884.95 26,225,113.64

所有者权益 66,964,488.16 81,686,897.6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7,569,157.77 81,894,838.88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1,204,903,30 39,435,290.39
营业利润 -14,740,107.10 -14,686,904.21
利润总额 -14,721,712.41 -14,879,476.69
净利润 -14,722,409.44 -14,882,849.47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14,325,681.11 -14,414,04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1,933.24 -11,373,267.58
（4）主营业务
环球雅途集团于 2001 年 10 月成立于深圳，始终专注于旅游行业。 经过近二十

年的发展与积累，特别是目前新时期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公司全力发展互联网信息
技术，现已成长为以旅游 + 会展为基础，以智慧旅游目的地建设与运营为核心、以
产业监测 + 电子交易结算为核心的大数据体系， 以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为龙头的
智慧旅游集团。 智慧旅游管理 + 目的地运营为基础的大连接体系、以目的地集散体
系为支撑的大服务体系，形成了“大连接 + 大数据 + 大服务”的生态闭环，构建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服务 +产业运营”商业新模式公司。

目前，集团除了在智慧旅游目的地建设与运营方面取得创新突破外，在生态监
测、环境保护、资源审计、 电子支付、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应
用、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均有建树；现已取得发明专利 20 余项、自主知识产权 100

余项；通过了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AAA 级信用等级评价、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

环球雅途以差异化的商业模式塑造独特竞争力：环球雅途定位为“基于 O2O 一
体化的区域旅游目的地智慧化运营项目”；以“技术服务 + 产业运营”的模式有效整
合、链接目的地旅游分散资源，打通线上、线下；形成政府监管、市场运营、游客服务
共赢一体化的运营体系，具备行业独特的竞争优势。

（5）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2019 年 6 月，苍穹之下所持环球雅途 0.55%的股权以 300 万元交易对价转让给

徐州睦德全资子公司徐州隽武，该标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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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中锋进行评估工作， 并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资产

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20）第 01031号），经市场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年 12月
31日，环球雅途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价值为 631,400.00�元。

（7）经核查，环球雅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标的债权
（1）标的债权形成的原因
1）徐州睦德从天风天睿受让标的债权
2016 年 6 月 29 日，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风天睿”）与阳逻中扬

签订了《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约定天风天睿以
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小写：￥75,000,000 元）从阳逻中扬处受让《合同》附件应收账
款收益权清单所列的应收账款收益权（以下简称“应收账款收益权”），阳逻中扬应
于交割日起 12 个月届满或出现特定情形时向天风天睿回购应收账款收益权； 后阳
逻中扬与天风天睿分别于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签署了《补充协
议》、《展期补充协议（二）》、《展期补充协议（三）》（以下合称“展期协议”），对《合
同》项下应收账款回购期限展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阳逻中扬应于展期期间内
向天风天睿支付回购价款本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及应按回购价款本金为计算基数，
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按年利率 7%支付溢价款。

2020 年【 3】月【12】日，天风天睿、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睦
德”）以及阳逻中扬签订了《<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合同 >及相关协议项下合同权
利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合同权利转让协议》”），约定天风天睿将其在《合同》和展期协
议项下对阳逻中扬享有的全部合同权利和权益以人民币 81,730,000 元（大写：捌仟壹佰
柒拾叁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州睦德，且自《合同权利转让协议》生效后，徐州睦德即享有
《合同》和展期协议项下对阳逻中扬的所有权利和权益；及阳逻中扬确认天风天睿于《合
同》及展期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已履行完毕。

2020 年【3】月【20】日，徐州睦德与阳逻中扬签订了《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约
定阳逻中扬应向徐州睦德支付回购价款本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小写：￥75,000,000
元），并应按回购价款本金为计算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
日按年利率 7%支付溢价款（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及双方就回购价款支付节点及
对应金额进行了相关约定。

基于此， 徐州睦德依法享有该标的债权， 并有权依据《合同权利转让协议》及
《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的约定要求阳逻中扬向其履行支付回购价款本金及相应溢
价款之义务。

2）徐州鼎裕从徐州睦德受让标的债权
2020 年【3】月【25】日，徐州鼎裕与徐州睦德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徐州鼎

裕以人民币 81,730,000 元（大写：人民币捌仟壹佰柒拾叁万元）的价格受让徐州睦德
于《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项下对阳逻中扬享有的标的债权，且自《债权转让协议》
生效之日起，标的债权自基准日起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由徐州鼎裕享有；及徐
州睦德向徐州鼎裕交付了标的债权相关文件、资料。 徐州鼎裕及徐州睦德就债权转
让向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并取得债务人的回执。

（2）标的债权的偿还安排
根据《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之约定，阳逻中扬应于展期期间内向徐州睦德支付

回购价款本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及应按回购价款本金为计算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按年利率 7%支付溢价款，并按照下列时间及进度进行
支付：

（一）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阳逻中扬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6,730,000
元（大写：人民币陆佰柒拾叁万元）；

（二） 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 ， 阳逻中扬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
￥13,96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玖拾陆万元）；

（三） 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 ， 阳逻中扬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
￥14,550,000 元（大写：壹仟肆佰伍拾伍万元）

（四）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 ， 阳逻中扬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
￥58,85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仟捌佰捌拾伍万元）。

（2）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1）阳逻中扬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市阳逻中扬贸易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阳逻山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7724684137M
法定代表人 鲁晴
成立日期 1997年 10月 22日
注册资本 680万元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开发、推广应用，计算机设备批发兼零售、维修，办公自动化设备
批发兼零售，建筑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燃料
油（不含闪点在 60°以下的燃料油）、润滑油、沥青、五金交电、家具、玉石、矿
产品（不含煤及石油制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不含文物）批发
兼零售，机械配件加工、修理

股权结构 鲁晴持有阳逻中扬 100%的股权
2）阳逻中扬的主要财务情况
根据武汉济信源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武济审字

[2019]180 号《审计报告》，阳逻中扬 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504,231,204.95】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2,897,497.81】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188,314,044.40】元。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阳逻中扬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名
单； 经查询信用中国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未发现阳逻中扬存在行政处
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的情形；经查
询裁判文书网，未发现阳逻中扬存在涉诉情形。

（3）标的债权的评估情况
2020 年 4 月 2 日，北京中锋对标的债权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并出具了编号为中锋评报字（2020）第 01031 号《评估报告》。 评估考虑
未来本金及利息回收等影响因素， 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债权价值为 75,884,839.48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884,839.48 元，增值率 1.18%。《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

本次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来评估该笔应收账款价值，1 年期以上采用我国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布的 5 年期 LPR4.80%上浮 20%计算，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约定收款日期 约定收款金额 折现年期 折现率 折现系数 现值

2021 年 1 月 15
日 13,960,000.00 1.0438 5.76% 1.0602 13,167,333.36

2022 年 1 月 15
日 14,550,000.00 2.0438 5.76% 1.1213 12,976,392.21

2022 年 12 月 31
日 58,850,000.00 3.0027 5.76% 1.1831 49,741,113.91

合计 87,360,000.00 75,884,839.48
通过以上过程，标的债权评估值为 75,884,839.48 元，较账面值 75,000,000.00 元

增值 884,839.48 元，增值率 1.18%，增值原因是该权益约定报酬率较高。 2020 年 3 月
30 日，阳逻中扬已向徐州鼎裕支付首笔现金 6,730,000 元，因此在报表日该笔款项
冲减成本，评估其他应收款价值时亦未包含该金额。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关于南京宏天阳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中， 徐州睦德为甲方， 徐州德煜为乙

方）：
（1）股权转让方案
甲方将所持南京宏天阳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作价【7175.25】万元。 本次交

易的价款由喀什星河代乙方向甲方支付，且甲方接受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排。 无
论日后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排是否及何时兑现， 甲方均不再向乙方主张任何形
成的支付义务。 基于，截至本协议签订日，喀什星河作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尚未向公
司足额清偿资金占用款项， 且喀什星河并不负有向徐州德煜清偿资金占用款项之
义务，公司和徐州德煜在此确认，本次交易喀什星河代徐州德煜支付的款项等额冲
抵喀什星河应向公司偿付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 并由此产生公司对徐州德
煜的等额债权暨徐州德煜对公司的等额债务。 公司与徐州德煜之间债权债务的清
偿期限和清偿方式由公司和徐州德煜另行约定，与徐州睦德和喀什星河无涉。

（2）过渡期的安排
各方同意，自各方确认的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如标的公司所产生的利润为

正数，则该利润归属于乙方享有，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则由甲方在交割日所在月
度的次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或之前向乙方按照各乙方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足。

各方同意，拟购买资产评估基准日之前的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
和未分配利润归属于乙方，不得向甲方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过渡期间内，甲方承诺通过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确保对于标
的公司的合法和完整的所有权， 保证标的公司产权属清晰， 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
意，不得对标的公司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

（3）工商变更的时间要求
甲乙双方应相互积极配合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

请书、合伙协议或补充协议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主管登记机关要求的其他文
件）并配合南京宏天阳完成递交本次标的份额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法律手续（包
括但不限于递交合伙人变更登记、递交合伙协议变更备案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变更备案），前述事项或手续的完成应不晚于 2020年 4月 30日前。 乙方记载于南京宏天
阳的合伙人名录及 /或合伙协议为本次标的份额转让交割完毕，乙方记载于南京宏天阳
的合伙人名录及 /或合伙协议之当日为交割日。

（4）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加盖人名章且双方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2、关于徐州隽雅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徐州睦德为甲方，徐州德煜为乙方）
（1）股权转让方案
甲方将所持徐州隽雅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作价【99.82】万元。 本次交易的

价款由喀什星河代乙方向甲方支付，且甲方接受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排。 无论日
后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排是否及何时兑现， 甲方均不再向乙方主张任何形成的
支付义务。 基于，截至本协议签订日，喀什星河作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尚未向公司足
额清偿资金占用款项，且喀什星河并不负有向徐州德煜清偿资金占用款项之义务，
公司和徐州德煜在此确认， 本次交易喀什星河代徐州德煜支付的款项等额冲抵喀
什星河应向公司偿付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 并由此产生公司对徐州德煜的
等额债权暨徐州德煜对公司的等额债务。 公司与徐州德煜之间债权债务的清偿期
限和清偿方式由公司和徐州德煜另行约定，与徐州睦德和喀什星河无涉。

（2）过渡期的安排
各方同意，自各方确认的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如标的公司所产生的利润为

正数，则该利润归属于乙方享有，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则由甲方在交割日所在月
度的次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或之前向乙方按照各乙方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足。

各方同意，拟购买资产评估基准日之前的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
和未分配利润归属于乙方，不得向甲方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过渡期间内，甲方承诺通过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确保对于标
的公司的合法和完整的所有权， 保证标的公司产权属清晰， 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
意，不得对标的公司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

（3）工商变更的时间要求
甲乙双方应相互积极配合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变更登

记申请书、合伙协议或补充协议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主管登记机关要求
的其他文件）并配合徐州隽雅完成递交本次标的份额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
法律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递交合伙人变更登记、递交合伙协议变更备案和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变更备案），前述事项或手续的完成应不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前。乙方记载于徐州隽雅的合伙人名录及 / 或合伙协议为本次标的份额转让交割完
毕，乙方记载于徐州隽雅的合伙人名录及 / 或合伙协议之当日为交割日。

（4）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加盖人名章且双方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3、关于徐州鼎弘 99.76%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其中，徐州睦德为甲方，徐州德煜

为乙方）
（1）转让方案
甲方将所持徐州鼎弘 99.76%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作价【3,909.96】万元。 本

次交易的价款由喀什星河代乙方向甲方支付， 且甲方接受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
排。 无论日后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排是否及何时兑现，甲方均不再向乙方主张任
何形成的支付义务。 基于，截至本协议签订日，喀什星河作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尚未
向公司足额清偿资金占用款项， 且喀什星河并不负有向徐州德煜清偿资金占用款
项之义务，公司和徐州德煜在此确认，本次交易喀什星河代徐州德煜支付的款项等
额冲抵喀什星河应向公司偿付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 并由此产生公司对徐
州德煜的等额债权暨徐州德煜对公司的等额债务。 公司与徐州德煜之间债权债务
的清偿期限和清偿方式由公司和徐州德煜另行约定，与徐州睦德和喀什星河无涉。

（2）工商变更的时间要求
甲乙双方应相互积极配合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变更登

记申请书、合伙协议或补充协议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主管登记机关要求
的其他文件）并配合徐州鼎弘完成递交本次标的份额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
法律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递交合伙人变更登记、递交合伙协议变更备案和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变更备案），前述事项或手续的完成应不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前。乙方记载于徐州鼎弘的合伙人名录及 / 或合伙协议为本次标的份额转让交割完
毕，乙方记载于徐州鼎弘的合伙人名录及 / 或合伙协议之当日为交割日。

（3）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加盖人名章且双方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4、关于徐州鼎裕 99.91%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其中，徐州睦德为甲方，徐州德煜

为乙方）
（1）转让方案
甲方将所持徐州鼎裕 99.91%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 作价 11,360.97 万元。 本

次交易的价款由喀什星河代乙方向甲方支付， 且甲方接受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
排。 无论日后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排是否及何时兑现，甲方均不再向乙方主张任
何形成的支付义务。 基于，截至本协议签订日，喀什星河作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尚未
向公司足额清偿资金占用款项， 且喀什星河并不负有向徐州德煜清偿资金占用款
项之义务，公司和徐州德煜在此确认，本次交易喀什星河代徐州德煜支付的款项等
额冲抵喀什星河应向公司偿付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 并由此产生公司对徐
州德煜的等额债权暨徐州德煜对公司的等额债务。 公司与徐州德煜之间债权债务
的清偿期限和清偿方式由公司和徐州德煜另行约定，与徐州睦德和喀什星河无涉。

（2）工商变更的时间要求
甲乙双方应相互积极配合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变更登

记申请书、合伙协议或补充协议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主管登记机关要求
的其他文件）并配合徐州鼎裕完成递交本次标的份额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
法律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递交合伙人变更登记、递交合伙协议变更备案和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变更备案），前述事项或手续的完成应不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前。乙方记载于徐州鼎裕的合伙人名录及 / 或合伙协议为本次标的份额转让交割完
毕，乙方记载于徐州鼎裕的合伙人名录及 / 或合伙协议之当日为交割日。

（3）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加盖人名章且双方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本次交易特别事项说明
1、徐州睦德承诺，无论疫情未来持续的影响程度为何，至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完成象形股份 6.7491%的股份过户至徐州鼎信名下、 世纪金光 0.71%的股权过户
至徐州辉霖名下、新锐移动 4.32%股权过户至徐州鸿儒名下，以及索引教育 5.5556%
股权过户至徐州嘉恒名下的等工作。 如届时任一股权（股份）过户不能完成，徐州睦
德将以等值资产或现金予以置换。 具体而言，如系以等额现金置换，徐州睦德将至
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将该等货币资金支付予徐州德煜； 如系以等额资产置换，徐
州睦德至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配合徐州德煜完成该等资产的审计和 / 或评估工
作，履行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程序，并将用以置换的等额资产过户于徐州
鼎信 / 和或徐州辉霖 / 和或徐州鸿儒 / 和或徐州嘉恒名下。

2、为保障徐州鼎裕对标的债权的实现，徐州睦德承诺，若阳逻中扬出现任何一
次未按照《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之约定按时足额清偿其所欠徐州鼎裕全部或部分
债务的，徐州睦德将就徐州鼎裕未按时足额获得清偿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付而
未付的回购价款、违约金、滞纳金等）予以现金补足，即徐州睦德应于徐州鼎裕应获
偿付而未被偿付之日起【30】日内，向徐州鼎裕一次性支付徐州鼎裕应获偿付而未
被偿付的全部款项；及徐州睦德承诺不以对徐州鼎裕的任何债权，主张抵销徐州睦
德在本承诺函项下应承担的义务、责任。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如有关联交易需要，本公司将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切实保护本公司利益，同时真实、准确、
完整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将尽力采取措施逐步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

3、本次交易不会新增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4、交易完成后，收购资产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人员、资产、财务上保持独

立。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项下控制的底层资产为少数股东权益， 包括徐工机械

【16,233,766】股股票（主营业务工程起重机械、铲运机械、压实机械、混凝土机械、路
面机械、消防机械、其他工程机械及工程机械备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象形股份
（主营业务为学历教育服务、 软件销售以及线下零售服务）6.7491%的股权、 世纪金
光（主营业务为碳化硅单晶片、碳化硅器件、碳化硅同质 SIC 外延片、IGBT 模块及
其他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0.71%股权、新锐移动（主营业务为网红经纪、网红
培训、品牌加盟、网红电商、整合营销等）4.32%的股权、索引教育（主营业务为教育
咨询、海外招生代理）5.5556%股权、华艺园林（主营业务【为从事风景园林建设、保
护与管理；园林与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研发；园林植物与非园林植物资材的生
产、销售等三大业务】）0.83%的股份、网拍天下(主营业务是为品牌商及零售商提供
商品内容数据服务)25%的股权、环球雅途(主营业务为区域旅游目的地智慧化运营
服务提供商 )0.55%的股权，其中，徐工机械为上市公司，华艺园林为新三板挂牌公
司。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收购的该等的少数股东权益，与公司目前创业及创业服
务投资的业务相符，未来可以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实现投资收益。

2、公司收购的标的资产中对应的标的债权，债务人阳逻中扬具备一定的履约能
力，且徐州睦德对标的债权的实现承诺履行现金差额补足义务，进一步对标的债权
的实现采取了可控的措施。 董事会认为，标的债权可收回的债权可以增强公司的现
金流。

3、基于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的审查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及其依
据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徐州睦德

及其附属公司、喀什星河及其附属公司均未发生其他交易。 本次董事会同时审议
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议案》项下交易除外。

八、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徐州德煜拟收购徐州睦德持有南京宏天阳 100%股权、

持有徐州隽雅 100%股权、持有的徐州鼎弘 99.76%财产份额、徐州鼎裕 99.91%财产
份额等关联交易， 我们对此事项事前知悉且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
次（临时）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形成独立意见
（1）徐州德煜此次收购标的资产，该等资产项下控制的底层资产均为少数股东

权益，包括徐工机械（主营业务工程起重机械、铲运机械、压实机械、混凝土机械、路
面机械、消防机械、其他工程机械及工程机械备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0.2072%股
份、象形股份（主营业务为学历教育服务、软件销售以及线下零售服务）6.7491%的
股权、世纪金光（主营业务为碳化硅单晶片、碳化硅器件、碳化硅同质 SIC 外延片、
IGBT 模块及其他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0.71%股权、新锐移动（主营业务为网
红经纪、网红培训、品牌加盟、网红电商、整合营销等）4.32%的股权、索引教育（主营
业务为教育咨询、海外招生代理）5.5556%股权、华艺园林（主营业务为从事风景园
林建设、保护与管理；园林与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研发；园林植物与非园林植物
资材的生产、销售等三大业务）0.83%的股份、网拍天下(主营业务是为品牌商及零售
商提供商品内容数据服务)25%的股权、环球雅途(主营业务为区域旅游目的地智慧
化运营服务提供商)0.55%的股权，其中徐工机械为上市公司，华艺园林为新三板挂
牌企业。

我们认为，徐州德煜收购的该等的少数股东权益，与公司目前创业及创业服务
投资的业务相符，未来可以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实现投资收益。

公司收购的标的资产中对应的标的债权， 债务人阳逻中扬具备一定的履约能
力，且徐州睦德对标的债权的实现承诺履行现金差额补足义务，进一步对标的债权
的实现采取了可控的措施。 我们认为，标的债权可收回的债权可以增强公司的现金
流。

（2）本次交易价款由喀什星河代为支付，并等额冲减公司对喀什星河和徐茂栋
及其关联方的债权， 对公司挽回喀什星河和徐茂栋给公司造成的损害具有积极影
响。

（3）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依据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在我们对本次交易聘请的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
性的审查后认为，该评估值可以客观的反应各标的资产现时的市场价值，因此，本
次交易的定价不存在显著不公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
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
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
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76%财产份额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
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的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1%财产份额的议案》等议
案，徐州睦德的控股股东及执行董事武剑飞为关联董事，以及喀什星河提名的董事
李武、姜学谦从严认定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该等议案经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
通过，该等议案尚需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东喀什星
河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3、相关转让协议
3-1 关于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2 关于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3 关于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3-4 关于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4、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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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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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 )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 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结合财会〔2019〕16 号通知及附件要求对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并适用于企业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2、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 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根据国家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国家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本次公司执行国家财政部《修订通知》的相关规定主要内容变化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和“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
“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合并利润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4）现金流量表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

券收到的现金”等项目。
2、本次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主要内容变化如下：
（1）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
1、公司根据《修订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

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亦无须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
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修订通知》和新收入准则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
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修订通知》和
新收入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修订通知》和新收入准则的要求，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