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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董事长、总经理 广东九易广告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付杰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11、佳创实业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昌工业园金庐软件园210室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昌工业园金庐软件园210室

法定代表人 张军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组织结构代码 55088355-7

税务登记证号码 360106550883557

成立日期 2010年3月11日

营业期限 2010年3月11日至长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100219415184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信息网络、网络终端产品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业务。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2）历史沿革

① 2010年3月，设立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设立，张军、刘锋分别出资30万元、20万元，注册资本为50万元。

2004年3月6日，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对前述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华泰会验字（2010）第012

号”《验资报告》。

设立时，佳创实业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军 30 60%

2 刘锋 20 40%

合计 50 100%

② 2014年2月，股权转让

2014年2月26日，刘锋将其持有的佳创实业40%的股权转让给邓欢。 佳创实业已就上述股权转让事

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军 30 60%

2 邓欢 20 40%

合计 50 100%

③ 2014年7月，第一次增资

2014年7月30日，邓欢以货币对佳创实业增资5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佳创实业已就上

述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邓欢 70 70%

2 张军 30 30%

合计 100 100%

（3）产权控制结构图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佳创实业的产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4）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情况

姓名： 张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2119840713****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601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20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

比例）

2012.1至今 南昌分公司总经理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无其他持股关系

邓欢的基本情况参见本节“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一）交易对方\29、邓欢” 。

（5）主要业务发展及主要财务数据

除持有巴士在线股权外，佳创实业最近三年未从事其他业务。 佳创实业最近二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11,137,765.88 51,779,427.23

负债总额 12,659,195.00 53,297,338.00

股东权益合计 -1,521,429.12 -1,517,910.77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3,518.35 -536,861.34

利润总额 -3,518.35 -536,861.34

净利润 -3,518.35 -536,861.34

12、夏秋红

（1）基本情况

姓名： 夏秋红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219680911****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1266弄105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新源广场22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总裁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1.2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夏秋红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13、武新明

（1）基本情况

姓名： 武新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280119731027****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白樟路99弄7号702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虹许路528号1503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姓名：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

比例）

2012.1至今 董事、总经理 上海新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武新明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上海新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万 55%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14、宝梧实业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与春晖路交汇处南昌国际金融大厦A商业金融、 办公塔楼

-A2221室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国际金融中心A座2221单元

法定代表人 王艳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 08392029-0

税务登记证号码 360109083920290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28日

营业期限 2013年11月28日至2033年11月27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125210026281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金融、期货、保险、证券除外）；投资咨询；国内贸易（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

可证、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经营）

（2）历史沿革

① 2013年11月，设立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设立，王艳和陈广分别出资95万元、5万元，注册资本为100万

元。 2013年11月25日，江西华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前述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华宏会验字

（2013）第11-291号”《验资报告》。。 设立时，王艳持股95%，陈广持股5%。

②2014年11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年11月25日，陈广将其持有的宝梧实业5%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同彤投资有限公司。宝梧实业已

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王艳持股95%，深圳市同彤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5%。

（3）产权控制结构图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宝梧实业的产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4）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情况

①王艳

姓名： 王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2010119750414****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唐宁街A栋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春晖路国际金融中心A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总经理 江西鼎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深圳市同彤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0%

2013.11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 100%

2014.6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江西德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宝梧实业持股100%

2014.6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江西宝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宝梧实业持股100%

2014.8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江西万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宝梧实业持股100%

②深圳市同彤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同彤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诺德金融中心主楼6F

法定代表人 王艳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1年9月1日

营业期限 2011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1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5671995

股东情况 王艳持股100%。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5）主要业务发展及主要财务数据

宝梧实业于2013年11月成立，除股权投资外暂无其他实际业务。 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资产总额 26,007,999.68

负债总额 25,025,298.00

股东权益合计 982,701.68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576.61

利润总额 -1,576.61

净利润 -1,576.61

15、柴志峰

（1）基本情况

姓名： 柴志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4262219790102****

住所： 山西省翼城县唐兴镇东关村新华路13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辛庄二街28号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永久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2012.5 业务员 四川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2.5至今 董事长 北京中创世邦投资有限公司 20%

2014.8至今 董事长 北京融晖联创投资有限公司 100%

2014.10至今 监事 北京百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9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柴志峰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北京融晖联创投资有

限公司

1,100万元 1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图文

设计、制作；电脑动画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企业策划；承办展

览展示；市场调查；会议服务；影视策划；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

技术推广服务；销售珠宝首饰、工艺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

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金属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材料、塑料

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零售建筑材料、电子产品、五

金交电、机械设备、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

2

北京百孚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100万元 90%

技术推广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企业策划；会议

服务；文艺创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影视策划；摄影服务；

电脑动画设计；经济信息咨询；电脑图文设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家庭劳务服务；销售工艺品、文化用

品、体育用品、礼品；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

16、电云广告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号15层1511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号15层1511

法定代表人 刘沛芳

注册资本 320万元

组织结构代码 59606212-1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5596062121

成立日期 2012年5月7日

营业期限 2012年5月7日至2032年5月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5014876811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2）历史沿革

①2012年5月，设立

电云广告由刘沛芳和刘葳于2012年5月7日分别出资47.5万元和2.5万元设立， 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

本为50万元。 2012年4月16日，北京方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前述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方会

验〔2012〕0289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时，电云广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沛芳 47.5 95%

2 刘葳 2.5 5%

合计 50.0 100.00%

②2013年12月，第一次增资

2013年12月9日，刘沛芳以货币方式对电云广告增资至317.5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320万元。 2013

年12月5日，北京方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前述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方会验〔2013〕00903

号”《验资报告》。 电云广告已就上述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沛芳 317.5 99.22%

2 刘葳 2.5 0.78%

合计 320.0 100.00%

（3）产权控制结构图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电云广告的产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4）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情况

①刘沛芳

姓名： 刘沛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2010619420710****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61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61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刘沛芳已退休，最近三年未在任何单位任职。

②刘葳

姓名： 刘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219841027****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71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71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否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技术人员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无产权关系

（5）主要业务发展及主要财务数据

电云广告最近三年主要从事广告代理及咨询业务。 电云广告最近二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6,553,049.61 3,162,581.46

负债总额 3,431,170.00 10,857.47

股东权益合计 3,121,879.61 3,151,723.99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422,330.09 4,854.37

营业利润 -65,995.62 -22,836.85

利润总额 -29,844.38 -22,836.85

净利润 -29,844.38 -22,836.85

17、邓长春

（1）基本情况

姓名： 邓长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1119671026****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169号宿舍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555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董事、总经理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3.6至今 董事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6%

2013.11至今 董事 中麦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4.5至今 董事 中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4.5至今 董事 麦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4.12至今 董事长 江西麦新房产置业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邓长春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18、齐斌

（1）基本情况

姓名： 齐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20202****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9号

通讯地址： 北京朝阳区太阳宫一街一号院7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经理 美石联合（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齐斌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19、吴旻

（1）基本情况

姓名： 吴旻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22619781118****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华路329弄15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新源广场22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副总裁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6%

2014.4至今 监事 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4.5至今 董事 中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4.5至今 董事 麦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 上海世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吴旻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上海世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 90%

20、黄金辉

（1）基本情况

姓名： 黄金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440714****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西上谕亭14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西上谕亭14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黄金辉已退休，最近三年未在任何单位任职。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黄金辉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1、杨方

（1）基本情况

姓名： 杨方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2319720926****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龙津镇前进大道226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新源广场22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副总裁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杨方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2、张俊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118119901229****

住所： 安徽省天长市便益乡梁营村陈庄队15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华民治大道2号华通源物流中心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4.7至今 软件工程师 深圳市易通畅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张俊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3、赵铁栓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铁栓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1319651022****

住所： 西安市雁塔区枫叶苑小区5号楼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信息大道1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教师 长安大学 无

2012.1至今 总经理 西安卓士博液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赵铁栓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西安卓士博液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00万 100%

程机械、液压元件，减速机、齿轮箱类传动

元件和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和技术服务；

管件、橡胶制品（不含农膜）的加工、销

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2 西安汇鑫传动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500万元 95% 工程机械、液压元件

24、蔡洪雄

（1）基本情况

姓名： 蔡洪雄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0319700725****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0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新龙大厦A座5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例）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 北京若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

2013.12至今 执行董事兼经理 北京若森投资有限公司

蔡洪雄持有50%股权，通过北京若森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蔡洪雄控制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北京若森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80%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房地产信息咨

询（不含中介）；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2 北京若森投资有限公司 1,000万元

蔡洪雄持有50%股权，通过北京若森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25、王志强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志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40122****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北里110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北里110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2012.4 副处长 中共中央党校 无产权关系

2012.4至今 职员 释邦永安公关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王志强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6、孟梦雅

（1）基本情况

姓名： 孟梦雅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60219710121****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洱海路99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新源广场22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副总裁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4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孟梦雅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7、袁博

（1）基本情况

姓名： 袁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0419781015****

住所： 西安市莲湖区面仪一零三街坊26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2013.9 副总经理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无

2014.5至今 董事兼总经理 中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

2013.11至今 监事 中麦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无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袁博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8、周文国

（1）基本情况

姓名： 周文国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22119671213****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新桥村蔡更浪96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28弄13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业务经理、监事 上海倚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90%

2013.7至今 监事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2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周文国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上海倚信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50万元 90%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日用品的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电子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29、邓欢

（1）基本情况

姓名： 邓欢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219801019****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308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555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总裁办主任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无

2012.1至今 监事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 70%

2013.11至今 董事 中麦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无

2014.5至今 董事 中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

2014.5至今 监事 麦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无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邓欢持有佳创实业70%的股权。 佳创实业详情参见本节“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11、佳创实业” 。

30、高军

（1）基本情况

姓名： 高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690913****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上海路住宅区63栋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中海华庭华景峰2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监事 深圳雅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高军共同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深圳雅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万元 5%

文化活动策划，从事广告业务；市场营销

策划，国内贸易。

31、罗爱莲

（1）基本情况

姓名： 罗爱莲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219551202****

住所： 南昌市文教路644号

通讯地址： 南昌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道119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罗爱莲已退休，最近三年未在任何单位任职。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罗爱莲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32、舒云

（1）基本情况

姓名： 舒云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219740913****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甲133号

通讯地址： 北京朝阳区尚家楼路2号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2012.6 处长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2.6-2014.7 高级业务经理 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4.11-2015.3 副总裁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20%

2015.3至今 董事长 中麦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5.3至今 董事长 中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舒云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33、宋宏生

（1）基本情况

姓名： 宋宏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750505****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东路1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2013.7 E1专家/运营主管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无产权关系

2013.7至今 业务支撑部总监/副总经理 中麦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无产权关系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宋宏生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34、王丽玲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丽玲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751126****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788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8至今 华北国内客户部总经理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2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王丽玲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35、姚婷

（1）基本情况

姓名： 姚婷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32419891023****

住所： 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开发东路320号

通讯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姚婷为自由职业者，最近三年未在任何单位任职。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姚婷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36、段春萍

（1）基本情况

姓名： 段春萍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610603****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778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77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南昌市汇洪发展有限公司 6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段春萍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南昌市汇洪发展有限公司 816万元 60%

建筑材料、装璜材料、电子产品、日用百

货、办公用品、食用农产品的零售；企业管

理咨询。

37、熊小勇

（1）基本情况

姓名： 熊小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741226****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344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344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南昌云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0%

2012.1至今 监事 南昌华荣广告有限公司 3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熊小勇控制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1 南昌云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万元 90%

洗车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人力搬卸；代理

机动车登记和相关业务（补发机动车登记

证书除外）

38、周远新

（1）基本情况

姓名： 周远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730719****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胡滨东路335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胡滨东路335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

比例）

2012.1至今 监事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0.345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周远新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39、方莉

（1）基本情况

姓名： 方莉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81119821027****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长兴北路中央悦城20A1904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2013.9 人事总监 易居中国 无

2013.10至今 副总经理 深圳市礼尚文化有限公司 无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方莉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40、龚天佐

（1）基本情况

姓名： 龚天佐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560124****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抚河南路679号

通讯地址： 杭州滨江区火炬大道1213号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2013.2 副总经理 江西众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

2014.8至今 经理 杭州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无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龚天佐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41、张世强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世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72519731122****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海路1号

通讯地址： 大连市高新区黄浦路717号中国华录大厦14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董事兼总经理 华录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27.94%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张世强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42、张昱平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昱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3011119510128****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358号15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

居留权：

否

（2）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

例）

2012.1至今 董事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 无

2013.7至今 董事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0.06%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张昱平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巴士控股和周旭辉将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持有本公司超过5%的

股权，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巴士控股、周旭辉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上市公司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6名董事、除职工代表监事以外的其他3名监事

均由控股股东天纪投资推荐，高级管理人员由相关决策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聘任；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尚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

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目前亦

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五）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

最近五年内拒不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的情况。

三、配套融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配套融资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天纪投资，天纪投资的基本情况请参见本节“一、上市公司基

本情况/（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配套融资对象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配套融资对象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天纪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

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目前亦

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二）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

根据配套融资对象提供的资料及相关承诺，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天纪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

最近五年内拒不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的情况。

第三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巴士在线基本情况

（一）巴士在线概况

公司名称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201号

主要办公地 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新源广场1号楼22楼

法定代表人 王献蜀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6月13日

经营期限 2008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2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100119401294

组织机构代码 67497901-6

税务登记证号 360106674979016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信息网络、网络终端产品开发、应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

广告业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二）巴士在线历史沿革

1、2008年6月设立

巴士在线前身为南昌市国视网讯实业有限公司，由美盛计算机于2008年6月出资100万元设立。 2008

年6月10日，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对前述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华泰会验字（2008）第078号”

《验资报告》。 2008年6月13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巴士在线设立时，美盛计算机持有国视网讯100%的股权。

2、2011年7月，第一次增资

2011年7月15日，巴士在线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美盛计算机以货币增资4,9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

本为5,000万元。2011年7月28日，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对前述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华泰会验

字（2011）第048号”《验资报告》。 同日，巴士在线就上述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

后，美盛计算机持有巴士在线100%的股权。

3、2011年11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年11月9日，巴士在线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美盛计算机将其持有的巴士在线100%的股权（出

资额为5,000万元）以5,075.3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巴士控股。 2011年11月10日，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2011年12月12日，巴士在线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

后，巴士控股持有巴士在线100%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依据巴士在线截止2011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确定。 根据巴士在线截

止2011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5,073.39万元。

4、2013年7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3年6月28日，巴士在线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巴士控股将其持有的巴士在线11.37%的股权（出资

额为5,682,837元）转让给杨建朋等9名自然人，每1元出资额的价格为0.94元，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出方 转让出资额（元） 转让价格（元） 受让方

巴士控股

2,500,000 2,339,830.00 杨建朋

2,000,000 1,871,864.00 王玉香

504,917 472,568.40 武新明

209,211 195,806.84 王志强

209,211 195,806.84 蔡洪雄

114,754 107,401.91 周文国

76,503 71,601.27 邓欢

45,902 42,960.76 周远新

22,339 20,907.57 熊小勇

(上接A3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