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2021-039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凤凰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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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非日常的关联交易，也未与不同关
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提高投资收益水平，更好地拓展数据业务，江苏凤
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传媒”或“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集团”）持有的江苏凤凰新云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新云”）的 10%股权。
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江苏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凤凰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涉及
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21】第 612 号），凤凰传媒
拟以评估值 1,069.10 万元收购凤凰集团持有的凤凰新云 10%股权。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属于重大资
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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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凤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
凤凰集团进行的非日常关联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类关联交易低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与公司
《章程》，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凤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8.53 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2.80%，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凤凰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2004 年 3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梁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住所：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经营范围：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企业托管、资产重组、
实物租赁，省政府授权的其它业务。
2、关联方财务状况
2020 年 度 ， 凤 凰 集 团 经 审 计 的 营 业 收 入 1,682,289.54 万 元 ， 净 利 润
266,106.64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凤凰集团总资产 6,473,935.60 万元,
净资产 3,022,780.91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凤凰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 年 3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徐晨岷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泰路汇智科技园 B3 栋 10 楼 1006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数据技术、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机电设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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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建筑材料、办公用品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智能化工
程设计、施工；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租赁、销售、技术服务。
本次转让前凤凰新云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凤凰传媒持股 80%，凤凰集团持股
10%，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10%。
凤凰新云主要从事 IDC 机柜托管服务及存储、计算等云业务。由凤凰新云实
施的凤凰新港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自 2020 年 10 月起已陆续投入运营机架 1450
个，目前接近满载状态，主要用户为百度等互联网企业。项目二期工程将根据一
期工程的运营情况适时启动。
2、 权属状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凤凰集团持有的凤凰新云 10%的股权，该部分股权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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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财务状况
凤凰新云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合并口径）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412,979,424.87

265,704,446.54

负债总计

308,499,608.41

165,967,466.32

股东权益

104,479,816.46

99,736,980.22

项目名称（合并口径）

2021年1-9月

2020年

营业收入

45,159,887.78

-

利润总额

6,323,781.66

-302,629.77

净利润

4,742,836.24

-220,432.95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华信评估”)出具的苏华评报字[2021]
第 612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凤
凰新云总资产的评估值 41,540.96 万元，总负债的评估值 30,849.96 万元，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0,691.00 万元；与账面净资 10,447.98 万元相比，差异为
243.02 万元，差异率 2.33 %。
凤凰集团拟转让凤凰新云 10%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为 1,069.10 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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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一、流动资产合计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三、资产总计

账面价值
3,590.19
37,707.75
9,778.04
17,836.25
6,405.77
3,658.34
41,297.94

评估价值
3,619.51
37,921.45
10,019.56
17,836.25
6,405.77
3,658.34
41,540.96

增值额
29.32
213.70
241.52
0.00
0.00
0.00
243.02

增值率%
0.82
0.57
2.47
0.00
0.00
0.00
0.59

8,403.56

8,403.56

0.00

0.00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22,446.40

22,446.40

0.00

0.00

六、负债合计

30,849.96

30,849.96

0.00

0.00

七、净资产

10,447.98

10,691.00

243.02

2.33

四、流动负债合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就本次交易，公司将与凤凰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协议主体
受让方为凤凰传媒；转让方为凤凰集团
（二） 股权转让方案
根据公司与凤凰集团的协商，拟定的股权转让方案如下：
受让方

出让方

标的股权

支付方式

凤凰传媒

凤凰集团

凤凰新云10%股权

现金

（三）评估价值和转让价款
根据华信评估出具的、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
(编号：苏华评报字[2021]第 612 号)，各方确认目标股权的评估价值及在评估价
值基础上确认的转让价格为：
目标股权

评估价值(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凤凰集团持有的
凤凰新云 10%的股权

1,069.10

1,069.10

如果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因办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而导致评
估结果发生变更的，则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相应予以调整。
（三）《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及目标股权的交割
1、《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需满足下列条件：
（1）双方已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双方均依其内部组织性文件已批准本次交易；
（3）《股权转让协议》已取得所有可能适用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许可、
备案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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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股权在上述所有条件满足之日方实现交割。
（四）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及时间
凤凰传媒应在目标股权交割完毕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凤凰集团支付转
让价款。

五、交易的对公司的影响
以凤凰新云作为实施主体的新港数据中心一期项目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目前对数据业务发展的总体规划，可以提高公司对数据业务的
管理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将关于收购江苏凤凰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于2021年12月31日发表了
独立意见：公司以评估价收购凤凰集团持有的凤凰新云10%股权，符合公司产业发
展战略，可以提升凤凰新云管理效率，提高公司投资收益水平。本次交易定价方
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该项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表决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凤凰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梁勇、孙真福、王译萱、周建军、单翔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七、备查文件
1、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的意见；
3、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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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凤凰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涉及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苏华评报字【2021】第 612 号）
5、《江苏凤凰新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苏亚专审【2021】1123
号）
6、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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