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阳光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12158121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辰运大厦4103

法定代表人 朱文慧

注册资本 12,500万元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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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日期 2009年08年07日

经营期限 2009年08年07日至2029年8月6日

组织机构代码 69325941-X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11010569325941X

2、历史沿革

（1）2009年8月，设立

2009年8月，阳光盛和股东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阳光天汇咨询有限公司签署公司章程，

同意设立阳光盛和，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人民币。

2009年8月4日，北京德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京德润验字[2009]1182号），验证截至2009年

8月4日阳光盛和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出资款5100万元人民币，均以货币出资。

2009年8月7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阳光盛和设立。

阳光盛和设立时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880 4,998 98%

2 北京阳光天汇咨询有限公司 120 102 2%

合计 6,000 5,100 100%

（2）2011年1月，增资

2011年1月3日，阳光盛和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阳光盛和增加注册资本至1亿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由

新股东窦雅琪出资。 2011年1月6日，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

2011年1月6日，北京筑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筑标验字[2011]119号），验证截至2011年1月

6日阳光盛和累计注册资本10,0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后，阳光盛和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880 5,880 58.80%

2 北京阳光天汇咨询有限公司 120 120 1.20%

3 窦雅琪 4,000 4,000 40.00%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3）2011年5月，股权转让

2011年5月27日，阳光盛和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北京阳光天汇咨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阳光盛和全部

出资额120万元转让给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同日相关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签署公

司章程。

本次转让后，阳光盛和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000 6,000 60%

2 窦雅琪 4,000 4,000 40%

合计 10,000 10,000 100%

（4）2012年8月，增资

2012年7月31日，阳光盛和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阳光盛和增加注册资本至1.25亿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

本由新股东段思南出资2000万元，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 2012年8月20日，全体股东

签署公司章程。

2012年8月20日，北京筑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筑标验字[2012]311号），验证截至2012年8

月20日阳光盛和累计注册资本12,5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后，阳光盛和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500 6500 52%

2 窦雅琪 4000 4000 32%

3 段思南 2000 2000 16%

合计 12,500 10,000 100%

（3）2014年8月，股权转让

2014年8月5日，阳光盛和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阳光盛和全

部出资额6500万元转让给北京阳光天汇咨询有限公司，同日相关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签署公司

章程。

本次转让后，阳光盛和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阳光天汇咨询有限公司 6,500 6,500 52%

2 窦雅琪 4,000 4,000 32%

3 段思南 2,000 2,000 16%

合计 12,500 10,000 100%

（3）2015年5月，股权转让

2015年5月20日，阳光盛和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段思南将其持有的阳光盛和全部出资额2000万元转让

给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同日相关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

本次转让后，阳光盛和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阳光天汇咨询有限公司 6,500 6,500 52%

2 窦雅琪 4,000 4,000 32%

3 北京阳光君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000 2,000 16%

合计 12,500 10,000 1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2,118.30 2.06% 农业技术开发等

2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1.00% 资信评估

3 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7,800.00 10.00% 创业投资

5、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最近三年，阳光盛和专注于项目投资及管理，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0,523,122.12 147,174,373.44 138,166,778.49

负债总额 12,012,040.71 25,314,479.74 5,438,350.22

所有者权益 118,511,081.41 121,859,893.70 132,728,428.27

项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2,470,118.96 4,669,863.01 3,594,273.96

利润总额 -266,186.12 4,072,884.47 12,915,372.14

净利润 -631,216.95 3,348,812.29 10,868,534.57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经审计，审计报告编号分别为：信业审字（2013）第173号、中兆国际审字（2014）第

1-184号、信业审字（2015）第056号

（二十一）上海杉联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杉联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6002832318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临源街750号5幢206B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松鹤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

成立日期 2013年4月23日

合伙期限 2013年4月23日至2018年4月22日

组织机构代码 06603557-2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310228066035572

基金管理人登记 P1004606

私募基金备案 2014年9月17日

2、历史沿革

（1）2013年4月，设立

2013年4月18日，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云鹏、李显理、闫炎、洛阳市森安工贸有限公司、河

南恒置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伙协议》，约定共同设立上海杉联。

2013年4月2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核准上海杉联设立。

设立时上海杉联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00 0 2.44% 普通合伙人

2 冯云鹏 1,000 0 24.39% 有限合伙人

3 李显理 500 0 12.20% 有限合伙人

4 洛阳市森安工贸有限公司 1,000 0 24.39% 有限合伙人

5 河南恒置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1,500 0 36.5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4,100 0 100.00%

（2）2013年7月，合伙人变更、增资

2013年6月8日，上海杉联出具变更决定书，同意将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由4100万元变更为7100万元，新

增出资额由闫炎、桂至诚、河南鑫基实业有限公司分别认缴1000万元，同日相关合伙人签署入伙协议及合伙

协议。

2014年7月22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核准上海杉联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上海杉联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1.406% 普通合伙人

2 冯云鹏 1,000 1,000 14.085% 有限合伙人

3 李显理 500 500 7.042% 有限合伙人

4 洛阳市森安工贸有限公司 1,000 1,000 14.085% 有限合伙人

5 河南恒置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1,500 1,500 21.127% 有限合伙人

6 河南鑫基实业有限公司 1,000 1,000 14.085% 有限合伙人

7 闫炎 1,000 1,000 14.085% 有限合伙人

8 桂至诚 1,000 1,000 14.08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7,100 7,100 100.000%

（3）2015年1月，合伙人变更、减资

2014年12月22日，上海杉联出具变更决定书，同意将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由7100万元变更为6100万元，

同意桂至诚退伙，同日相关合伙人签署退伙协议及合伙协议。

2015年1月1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核准上海杉联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上海杉联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1.64% 普通合伙人

2 冯云鹏 1000 1000 16.39% 有限合伙人

3 李显理 500 500 8.21% 有限合伙人

4 洛阳市森安工贸有限公司 1000 1000 16.39% 有限合伙人

5 河南恒置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1500 1500 24.59% 有限合伙人

6 河南鑫基实业有限公司 1000 1000 16.39% 有限合伙人

7 闫炎 1000 1000 16.3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6100 6100 1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上海星通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

7,000.00 11.43%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2

北京百卓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1,000.00 4.274%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3

天津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4,358.90 1.7423%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教学仪器、化妆品、文

教用品、体育用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批发兼零售；

教学设备租赁； 医学教学模型、 教学仪器制造；III

类：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65医用缝合

材料；6854麻醉机、呼吸机设备等

5、最近两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上海杉联成立于2013年，主要从事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其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9,820,465.13 72,467,345.03

负债总额 200,530.00 12,841,230.00

所有者权益 59,619,935.13 59,626,115.03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380,064.87 6,179.90

净利润 -1,380,064.87 6,179.9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6002791076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临源街750号5幢302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杜国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

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

成立日期 2013年2月5日

经营期限 2013年2月5日至2033年2月4日

（二十二）无锡耘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无锡耘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200000207872

主要经营场所 无锡市钱桥街道钱藕路10号21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锡耘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珍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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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3年7月12日

合伙期限 2013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11日

组织机构代码 07276341-0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地税字320200072763410

基金管理人登记 P1012607

私募基金备案 2015年5月20日

2、历史沿革

2013年7月，设立

2013年7月10日，无锡耘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无锡市耘林艺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合伙协议》，

约定共同设立耘杉创投，设立时出资额为3000万元。

2013年7月12日，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耘杉创投设立。

设立时耘杉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无锡耘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 6.67% 普通合伙人

2 无锡耘林艺术品交易中心 2,800 93.3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耘杉创投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5、最近两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耘杉创投成立于2013年，主要从事创业投资，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816,677.76 32,559,110.56

负债总额 35,000.00 2,594,492.08

所有者权益 29,781,677.76 29,964,619.48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218,322.24 182,941.72

净利润 -218,322.24 182,941.72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锡方盛会内审（2014）第1093号审计报告审计，201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项目 无锡耘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206000223931

住所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钱桥大街141号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静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

成立日期 2013年8月12日

经营期限 2013年8月12日至长期

（二十三）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5013969570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21号楼3单元8层810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泓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江天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4日

组织机构代码 57689340-3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110105576893403

基金管理人登记 P1011402

私募基金备案 2015年5月12日

2、历史沿革

（1）2011年6月，设立

2011年5月2日，北京泓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茅惠新签署《合伙协议》，约定共同设立泓创创

投，设立时出资额为3500万元。

2011年6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泓创创投设立。

设立时泓创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泓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5 35 1% 普通合伙人

2 茅惠新 3,465 3,465 9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500 3,500 1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江西联创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33,000 3.94%

光电子、电声、光学元器件、触摸屏等研发生产销售；光电

显示控制系统、网络自动化控制工程安装。

5、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泓创创投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9,125,695.39 39,537,775.97 49,591,502.48

负债总额 1,620.7 536,677.70 10,970,693.00

所有者权益 38,533,371.08 39,001,098.27 38,620,809.48

项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 29,126.21

利润总额 590,703.61 -122,976.42 -349,215.89

净利润 590,703.61 -122,976.42 -349,215.8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泓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5013744057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21号楼3单元8层810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天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策划；技术推广服务。

成立日期 2011年04月06日

合伙期限 2011年04月06日至2031年04月05日

（二十四）深圳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2797885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洲久街绿景新苑3栋2403

法定代表人 胡小梅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企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顾问、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企

业并购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成立日期 2006年6月20日

组织机构代码 79046092-4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税登字440300790460924

2、历史沿革

（1）2006年6月，设立

2006年6月12日，李敏、张公俊签署公司《章程》，约定共同设立深圳大华，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2006年6月13日，深圳联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深联会验[2006]177号），验证截至2006年6

月13日深圳大华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出资款100万元人民币，均以货币出资。

2006年6月20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大华设立。

深圳大华设立时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敏 10 10 10%

2 张公俊 90 90 90%

合计 100 100 100%

（2）2007年8月，增资

2007年8月10日，深圳大华增加注册资本至5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由股东张公俊认缴。

2007年8月21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大华本次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深圳大华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敏 10 10 2%

2 张公俊 490 490 98%

合计 500 500 1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深圳大华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5、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深圳大华是一家为中国民营企业提供投资银行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54,020.02 6,797,695.78 6,685,827.41

负债总额 3,933,000.67 4,685,885.81 4,679,503.31

所有者权益 2,121,019.35 2,888,190.03 2,006,324.10

项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90,600.00 970,873.79 -

利润总额 -854,681.39 -9,209.38 105,485.87

净利润 -854,681.39 -9,209.38 105,485.8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五）北京泓信博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泓信博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5018146204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5号4号楼18层1801内408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泓信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周波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6日

组织机构代码 31816112-X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1101053181112X6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P1007675

私募基金备案 S36611��2015年5月22日

2、历史沿革

（1）2014年11月，设立

2014年11月2日，北京泓信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周波签署《合伙协议》，约定共同设立泓信博瑞，设

立时出资额为140万元。

2014年11月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泓信博瑞设立。

设立时泓信博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泓信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 0 28.57% 普通合伙人

2 周波 100 0 71.4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40 0 100.00%

（2）2015年4月，合伙人变更、增资

2015年4月，泓信博瑞出具变更决定书，同意将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由140万元变更为775.71万元，新增

合伙人侯庭钧、夏国举，同日相关合伙人签署入伙协议及合伙协议。

2015年4月1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泓信博瑞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泓信博瑞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泓信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71 15.71 2.03% 普通合伙人

2 周波 280.00 280.00 36.01% 有限合伙人

3 夏国举 280.00 280.00 36.01% 有限合伙人

4 侯庭钧 200.00 200.00 25.7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775.71 775.71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泓信博瑞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5、最近一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泓信博瑞自2014年设立以来专注于资产管理及股权投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610,436.32

负债总额 7,610,820.00

所有者权益 -383.68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

净利润 -383.6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执行事务合伙人简介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泓信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5016644055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16号9层1座90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骆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成立日期 2014年1月6日

经营期限 2014年1月6日至2034年1月5日

组织机构代码 08965253-0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110105089652530

（2）历史沿革

1）2014年1月，设立

2013年12月27日，周波、贾维军、夏国举、杨晨、赵林签署公司章程，同意设立泓信万泽，注册资本为100万

元人民币。

2013年12月31日，北京中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达安永[2013]验032号），验证截至

2013年12月31日泓信万泽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出资款100万元人民币，均以货币出资。

2014年1月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泓信万泽设立。

泓信万泽设立时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波 5 5 5%

2 贾维军 5 5 5%

3 夏国举 10 10 10%

4 杨晨 15 15 15%

5 赵林 65 65 65%

合计 100 100 100%

2）2014年4月，股权转让

2014年4月2日，泓信万泽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赵林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全部出资额中的30万元转让给

夏国举，35万元转让给周波；同意贾维军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全部出资额中的5万元转让给骆勇；同意杨晨将

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全部出资额中的15万元转让给房晗；同日相关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签署公司

章程。

2014年4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泓信万泽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后，泓信万泽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波 40 40 40%

2 骆勇 5 5 5%

3 夏国举 40 40 40%

4 房晗 15 15 15%

合计 100 100 100%

3）2014年10月，增资

2014年9月10日，泓信万泽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夏国举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出资额中的9万元转让给倪

龙腾；同意周波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出资额中的6万元转让给倪龙腾；同意周波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出资额

中的3万元转让给杨晨；同意骆勇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出资额中的2万元转让给杨晨；同意房晗将其持有的泓

信万泽出资额中的15万元转让给杨晨；同意泓信万泽增加注册资本至10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由骆勇

出资27万元，倪龙腾出资135万元，夏国举出资279万元，周波出资279万元，杨晨出资180万元。 同日，全体股

东签署公司章程。

2014年10月20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泓信万泽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泓信万泽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波 310 31%

2 骆勇 30 3%

3 倪龙腾 150 15%

4 夏国举 310 31%

5 杨晨 200 20%

合计 1,000 100%

4）2014年12月，股权转让

2014年12月1日，泓信万泽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夏国举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出资额中的10万元、周波将

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出资额中的110万元、倪龙腾将其持有的泓信万泽出资额中的30万元分别转让给北京博星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日相关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

2014年12月1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泓信万泽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后，泓信万泽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波 200 20%

2 骆勇 30 3%

3 倪龙腾 120 12%

4 夏国举 300 30%

5 杨晨 200 20%

6 北京博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 15%

合计 1,000 100%

（3）除泓信博瑞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北京泓信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4）最近一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北京泓信万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127,101.50

负债总额 251,000.00

所有者权益 9,876,101.50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123,898.50

净利润 -123,898.50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经审计，审计报告编号为：中达安永（2015）第078号

（二十六）北京以渔以池咨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以渔以池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8015862565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6号3层309

法定代表人 龚志强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经营范围

教育咨询；文化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翻译服务；会议服务；市场调查；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技

术培训；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销售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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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3年05月08日

经营期限 2013年05月08日至2033年05月07日

组织机构代码 06725827-6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110108067258276

2、历史沿革

（1）2013年5月，设立

2013年5月2日，龚志强、蒋少波签署公司《章程》，约定共同设立北京以渔，注册资本为10万元人民币。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北京以渔设立。

北京以渔设立时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龚志强 6 2 60%

2 蒋少波 4 1 40%

合计 10 3 100%

（2）2014年4月，增资

2014年4月1日，北京以渔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1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由股东龚

志强认缴54万元，蒋少波认缴36万元；同日签署公司章程。

2014年4月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北京以渔本次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北京以渔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龚志强 60 2 60%

2 蒋少波 40 1 40%

合计 100 3 1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北京以渔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5、最近两年的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北京以渔设立于2013年5月，是一家从事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2,250.18 20,975.18

负债总额 67,128.00 83,224.58

所有者权益 -44,877.82 -62,249.40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2,200.00 4,854.37

利润总额 -74,877.82 -17,534.68

净利润 -74,877.82 -17,534.6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十七）自然人

1.钟君艳

姓名 钟君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3072619********4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江滨东路34-1号二区72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任职及对外投资情况 参见“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十五、欢瑞世纪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2.陈援

姓名 陈援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72619********1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杭州市上城区金棕榈花园33幢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任职及对外投资情况 参见“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十五、欢瑞世纪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3.王贤民

姓名 王贤民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72619********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前店村四份头49号

通讯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赞成太北广场3幢1003室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13年至今浙江悦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浙江悦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45%股权

4.薛美娟

姓名 薛美娟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14270119********4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山西省运城市禹香苑西区13号楼4单元202

通讯地址 山西省运城市禹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六区东楼40-41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1年至今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美鑫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对外投资情况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美鑫商贸有限公司94.985%股权

5.胡万喜

姓名 胡万喜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32519********1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瑞安市梅屿乡马下村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甲52号顺迈金钻大厦20D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7年至2015年北京长富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是

对外投资情况 北京长富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89%股权

6.梁晶

姓名 梁晶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3010619********2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杭州市西湖区友谊新村8幢24号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98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12年至2013年艾斯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无

2013年至2014年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公司总经

理

无

2014年至今汇文添富（苏州）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汇文添富（苏州）投资企业（有限合伙）0.14％出资额

南京魔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06%出资额

7.施建平

姓名 施建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12119********1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墙外路3号

通讯地址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永久路开元名都4-15B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1年至2015年杭州华旅箱包有限公司经理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杭州华旅箱包有限公司100%股权

8.何晟铭

姓名 何晟铭 曾用名 何敏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900419********1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湖北省仙桃市复洲花园四十七栋二单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雅成二里天鹅湾小区22号楼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演员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9.王程程

姓名 王程程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21028219********2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辽宁省普兰店市丰荣街道办事处金厂沟村于屯120号

通讯地址 辽宁省普兰店市丰荣街道办事处金厂沟村于屯120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无业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10.姚群

姓名 姚群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4260119********27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路669号

通讯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路669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7年至今新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事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11.吴丽

姓名 吴丽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3060219********23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园79号京电花园3栋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梦泽园B-C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无业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12.李忠良

姓名 李忠良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12119********33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育才东苑16幢

通讯地址 浙江杭州萧山区市口北路195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2年至今杭州理想中央空调有限公司总经理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杭州理想中央空调有限公司53%

13.李水芳

姓名 李水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3062119********4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绍兴县杨汛桥镇江桃村桃园321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杭州雅斯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经理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杭州雅斯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80%股权

14.钟金章

姓名 钟金章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72619********1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钟村四区105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退休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15.冯章茂

姓名 冯章茂 曾用名 冯小平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14232419********3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山西省孝义市驿马乡西窊野村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北路华悦国际公寓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8年至今泰达（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泰达（北京）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

16.刘奇志

姓名 刘奇志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3060219********2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乡文教组宿舍

通讯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岳城小学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1999年至今岳阳市楼区岳城小学教师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17.顾裕红

姓名 顾裕红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2062519********64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绣路68号天域花园68幢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绣路68号天域花园68幢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1996年至今江苏苏州吴江松陵晶明眼镜配镜中心总经理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江苏苏州吴江松陵晶明眼镜配镜中心100%股权

18.杜淳

姓名 杜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11010819********1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五四中路369号平房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演员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19.毛攀锋

姓名 毛攀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72619********1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半壁店23号院平房341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任职及对外投资情况 参见“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十五、欢瑞世纪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20.张儒群

姓名 张儒群 曾用名 张儒晗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3242419********27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湖南省灃县大堰垱镇星星村3组

通讯地址 北京市昌平东关南星41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个体经营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21.闫炎

姓名 闫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11119********3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郑州市金水区地润路2号9号楼

通讯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北大办事处湖滨路88号2号楼2单元1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5至今河南正诚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无

2013至今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91%股权

河南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100%股权

上海杉联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16.39%出资额

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2%股权

22.陈平

姓名 陈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3072619********2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月泉西路203号兰山庭院畅园2幢1单元

通讯地址 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和平南路258-1枫井小区11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1999至2014浦江县浦阳第五小学 无

2014至今浦江县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23.孙耀琦

姓名 孙耀琦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7030519********2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中国湖南长沙岳麓区石佳冲109号

通讯地址 中国湖南长沙岳麓区石佳冲109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6年至今湖南卫视快乐购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宣传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24.邓细兵

姓名 邓细兵 曾用名 邓细斌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6012219********1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和安花园达观别墅P02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12年至今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制片人、艺人总监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无

25.江新光

姓名 江新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72619********1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和平南路109-1号江滨新村D4幢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A座27层

任职及对外投资情况 参见“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十五、欢瑞世纪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26.李易峰

姓名 李易峰 曾用名 李贺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51010619********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南路29号2栋5单元

通讯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南路29号2栋5单元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13年至今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约艺人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无

27.贾乃亮

姓名 贾乃亮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23010219********1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河鼓街7号6单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力源里8号东恒时代一期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南京亮闪天下影视文化工作室 是

对外投资情况 南京亮闪天下影视文化工作室100%股权

28.赵丽

姓名 赵丽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62052219********27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甘肃省泰安县云山乡张村革王23号

通讯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愉景雅苑愉悦阁A1004房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无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29.金文华

姓名 金文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3010319********7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通讯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69湖南商会大厦西塔26楼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12年至今湖南湘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

对外投资情况 中广影视1%

30.谭新国

姓名 谭新国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10319********3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杭州市下城区凤凰新村4号门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嘉绿西苑36幢4单元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9年至今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无

31.姜鸿

姓名 姜鸿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4020319********27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63号院东方雅苑103号楼4单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63号院东方雅苑103号楼4单元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演员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32.吴明夏

姓名 吴明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3900419********7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湖南省汨罗市屈原管理区推山咀居委会正虹路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梦泽园雨园5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15年至今湖南帝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是

对外投资情况 湖南帝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6%股份

33.向勇

姓名 向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11119********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武汉市洪山区鄔家村117号

通讯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鄔家村117号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2009年至2015年山东淄博恒川药店业务经理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34.梁振华

姓名 梁振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3050319********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国籍 中国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院南9号楼1单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苹果社区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是否与

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 无

对外投资情况 无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

（一）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120116000370109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16号楼301室-548

执行事务合伙人 欢瑞世纪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援

出资金额 110,960.216万元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5月27日

合伙期限 2015年5月27日至2035年5月26日

组织机构代码 34092501-8

税务登记证号码 120108340925018

2、历史沿革

（1）2015年5月，设立

2015年5月，欢瑞联合设立，欢瑞世纪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钟君艳为有限合伙人。 设立

时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欢瑞世纪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00.000 50.00% 普通合伙人

2 钟君艳 100.000 5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00.000 100.00%

（2）2015年8月，增资 2015年8月，欢瑞联合增加合伙人同时增加出资额，增资后欢瑞联合的出资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欢瑞世纪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00.000 0.09% 普通合伙人

2 钟君艳 10,100.000 9.10% 有限合伙人

3 陈援 48,885.000 44.06% 有限合伙人

4 上海潮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0.000 18.20% 有限合伙人

5 星派（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100.000 9.10% 有限合伙人

6 邓燕 5,050.000 4.55% 有限合伙人

7 尹晓东 3,030.000 2.73% 有限合伙人

8 李明 3,030.000 2.73% 有限合伙人

9 孙纪源 3,030.000 2.73% 有限合伙人

10 黄渝 2,020.000 1.82% 有限合伙人

11 陶欣怡 2,020.000 1.82% 有限合伙人

12 李易峰 1,010.000 0.91% 有限合伙人

13 陈亚东 505.000 0.46% 有限合伙人

14 江新光 505.000 0.46% 有限合伙人

15 汤宇 505.000 0.46% 有限合伙人

16 张睿 303.000 0.27% 有限合伙人

17 胡谦 264.216 0.24% 有限合伙人

18 姜磊 202.000 0.18% 有限合伙人

19 张超雄 101.000 0.0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10,960.216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欢瑞联合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5、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欢瑞联合设立于2015年5月，主要从事于资产管理，暂无主要财务数据

6、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企业名称 欢瑞世纪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5011107677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南沙滩66号院1号楼商业1-2-(2)B区2580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援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

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 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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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日期 2008年06月10日

经营期限 2008年06月10日至2058年06月09日

（二）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参见本预案“第四节交易对方情况/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十二）北京弘道晋商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相关内容。

（三）北京青宥瑞禾文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青宥瑞禾文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7019588530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128号1幢5层52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翟伟

出资金额 10,000万元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项目

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7月29日

合伙期限 2015年7月29日至2085年7月28日

组织机构代码 35163499-6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110107351634996号

2、历史沿革

2015年7月，设立

2015年7月，青宥瑞禾设立时出资金额为10,000万元，由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设立时青宥瑞禾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000.00 50.00% 普通合伙人

2 翟伟 5,000.00 5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青宥瑞禾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5、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青宥瑞禾设立于2015年7月，主要从事于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资产

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暂无主要财务数据。

6、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参见本预案“第四节交易对方情况/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十二）北京弘道晋商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相关内容。

（四）弘道天华（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弘道天华（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120116000389304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16号楼301室-718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委派代表：高博

出资金额 20,001万元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8月14日

合伙期限 2015年8月14日至2025年8月13日

组织机构代码 35155006-3

税务登记证号码 120108351550063

2、历史沿革

2015年8月，设立

2015年8月，弘道天华设立时出资金额为20,001万元，由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设立时弘道天华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 0.005%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物华盈智科贸有限公司 20,000 99.99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0,001 10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4、除欢瑞世纪外其他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弘道天华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5、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弘道天华设立于2015年8月，主要从事于资产管理，暂无主要财务数据

6、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9029789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博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06月10日

经营期限 2008年06月10日至2058年06月09日

四、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如下：

1、陈援、钟君艳为夫妻关系，为欢瑞世纪的实际控制人，浙江欢瑞、欢瑞联合为陈援实际控制的企业，陈平

为陈援之姐，钟金章为钟君艳之父，上述交易对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

2、南京魔映系南京汇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两方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存在关联关系。

3、梁晶为汇文添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占有0.14%出资额；且为南京魔映的有限合伙人，占有0.06%出资

额，存在关联关系。

4、海通开元与锦绣中原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存在关联关系。

5、闫炎为上海杉联的有限合伙人，占有16.39%出资额；且为上海杉联普通合伙人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股东，占有22%股权；闫炎与上海杉联存在关联关系。

6、上海杉杉创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为上海杉联普通合伙人上海杉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

无锡耘衫普通合伙人无锡耘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占19%股权。

7、吴明夏为吴丽之父，存在关联关系。

8、欢瑞投资为欢瑞联合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占有0.09%出资额，且欢瑞投资为实际控制人

陈援全资投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9、青宥仟和为弘道晋商、青宥瑞禾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占有0.0001%及50%出资额；青宥仟

和与弘道天瑞为一致行动人，弘道天瑞为弘道天华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占有0.005%出资额，前

述各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交易对方间的关联关系外，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以上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向上市公司推

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天津欢瑞与上海鑫以间的股份转让完成后，天津欢瑞将持有上市公司14%的股份并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陈援与上市公司潜在第一大股东天津欢瑞存在关联关系，陈援、钟君

艳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青宥仟和、弘道天瑞与上海鑫以间的股份转让完成后，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1.84%的股份。 青宥仟和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且为弘道晋商与青宥瑞禾的普通合伙人；弘道天瑞为弘道天华的普通合伙人。

前述各方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其他交易对方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向上市

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本次交易所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本次交易所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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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欢瑞世纪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R�Century�Pictures�CO.,LTD.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C1-008

法定代表人 陈援

注册资本 10798.6720万元

实收资本 10798.6720万元

成立日期 2006年9月29日

经营期限 长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52360

税务登记证号码 浙税联字330783794356008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79435600-8

经营范围

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2017年4月1日止）；摄制电影(单片)；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

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制作、代理、发布：影视广告；艺人经纪。 网络

文化信息咨询服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

机软硬件销售。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

（一）2006年9月，三禾影视设立

2006年9月，钟君艳、陈援分别现金出资255万元、245万元设立浙江三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006年9月

18日，东阳荣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三禾影视注册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荣东会验[2006]第

205号），确认三禾影视的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

2006年9月29日，三禾影视取得了东阳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7832006844。

三禾影视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钟君艳 255 51.00%

2 陈援 245 49.00%

合计 500 100.00%

（二）2010年6月，三禾影视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0年6月23日，钟君艳、陈援将其在三禾影视的全部出资合计500万元转让给浙江欢瑞影视制作股份有

限公司（2010年11月3日更名为“浙江欢瑞世纪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17日更名为“杭州欢瑞世纪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30日更名为“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三禾影视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欢瑞 500 100.00%

合计 500 100.00%

（三）2011年6月，三禾影视第一次增资

2011年6月13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将三禾影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5,000万元，由浙江欢瑞独家出资，

经营范围新增艺人经纪，同时同意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11年6月14日，东阳市众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增资

事项出具《验资报告》（东众会验字[2011]206号），确认增资款4,500万元已缴足。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欢瑞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四）2011年7月，三禾影视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1年6月29日股东会决议同意钟君艳以2,000万元的价格受让浙江欢瑞持有的三禾影视40%的股权，

并同意对三禾影视章程进行修改。

本次转让后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欢瑞 3,000 60.00%

2 钟君艳 2,000 40.00%

合计 5,000 100.00%

（五）2011年9月，三禾影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31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浙江三禾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8月8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审计报告》（（2011）京会兴审字第11-052

号），截至2011年7月31日，浙江三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56,932,267.53元。

2011年8月23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11）京会兴验字第11-011

号），确认截至2011年8月23日，欢瑞世纪已收到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三禾影视2011年7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

产56,932,267.53元按照1:0.878237的比例折合股本50,000,000.00元，折合股份总数50,000,000股，每股

面值1元，合计股本为5,000万元，余额部分6,932,267.53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1年9月5日，欢瑞世纪取得金华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后欢瑞世纪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欢瑞 3,000 60.00%

2 钟君艳 2,000 40.00%

合计 5,000 100.00%

（六）2011年11月，欢瑞世纪第一次增资

2011年10月15日， 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欢瑞世纪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 价格为1.2元/

股，分别由钟金章、陈援、王贤民、施建平、何晟铭、穆小勇、陈平、毛攀锋、李忠良、李水芳、刘灵佳、钟道构、钟凯

特、钟雪珍、曾嘉、钟开阳、杜淳、李志强、楼新传、杨幂、钟群环、邓细兵、江新光、谭新国和姜鸿共25人认缴，各

股东实缴资本3,600万元，其中3,000万元作为股本，60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增资后股本8,000万元。

2011年11月4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11）京会兴验字第11-014

号），确认截至2011年11月14日，欢瑞世纪已收到由钟金章、陈援、王贤民等25人实缴资本3,600万元，其中3,

000万元作为股本，60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

本次增资后的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欢瑞 3,000 37.50%

2 钟君艳 2,000 25.00%

3 钟金章 1,500 18.75%

4 陈援 243 3.04%

5 王贤民 130 1.63%

6 施建平 110 1.38%

7 何晟铭 100 1.25%

8 穆小勇 80 1.00%

9 陈平 80 1.00%

10 毛攀锋 80 1.00%

11 李忠良 70 0.88%

12 李水芳 70 0.88%

13 刘灵佳 60 0.75%

14 钟道构 50 0.63%

15 钟凯特 50 0.63%

16 钟雪珍 50 0.63%

17 曾嘉 50 0.63%

18 钟开阳 50 0.63%

19 杜淳 40 0.50%

20 李志强 40 0.50%

21 楼新传 30 0.38%

22 杨幂 30 0.38%

23 钟群环 20 0.25%

24 邓细兵 20 0.25%

25 江新光 20 0.25%

26 谭新国 15 0.19%

27 姜鸿 12 0.15%

合计 8,000 100.00%

（七）2011年12月，欢瑞世纪第二次增资

2011年12月2日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欢瑞世纪股本由8,000万元增至8,600万元， 新增股本由深圳市中

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阳光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照5元/股的

价格认缴。

2011年12月20日，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验资报告》（（2011） 京会兴验字第

11-016号），确认截至2011年12月20日止，欢瑞世纪已收到实缴货币资本3,000万元，其中600万元作为股

本，2,40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深圳市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缴纳2,170万元，北京阳光盛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缴纳660万元，深圳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170万元。

本次增资后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欢瑞 3,000 34.88%

2 钟君艳 2,000 23.26%

3 钟金章 1,500 17.44%

4 深圳市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4 5.05%

5 陈援 243 2.83%

6 北京阳光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2 1.53%

7 王贤民 130 1.51%

8 施建平 110 1.28%

9 何晟铭 100 1.16%

10 穆小勇 80 0.93%

11 陈平 80 0.93%

12 毛攀锋 80 0.93%

13 李忠良 70 0.81%

14 李水芳 70 0.81%

15 刘灵佳 60 0.70%

16 钟道构 50 0.58%

17 钟凯特 50 0.58%

18 钟雪珍 50 0.58%

19 曾嘉 50 0.58%

20 钟开阳 50 0.58%

21 杜淳 40 0.47%

22 李志强 40 0.47%

23 深圳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0.40%

24 楼新传 30 0.35%

25 杨幂 30 0.35%

26 钟群环 20 0.23%

27 邓细兵 20 0.23%

28 江新光 20 0.23%

29 谭新国 15 0.17%

30 姜鸿 12 0.14%

合计 8,600 100.00%

（八）2012年9月，欢瑞世纪第三次增资

2012年9月10日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增加股本760万元，由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达珠宝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阳光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照18元/股的价格认缴。

2012年9月19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12）京会兴验第11010206

号），确认截止2012年9月19日上述三位股东实缴货币资本13,680万元，其中760万元作为股本，12,920万元

作为资本公积，其中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缴纳8,100万元，深圳市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缴纳

4,320万元，阳光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出资人民币1,260万元。 变更后股本为9,360万。

本次增资后的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欢瑞 3,000 32.05%

2 钟君艳 2,000 21.37%

3 钟金章 1,500 16.03%

4 深圳市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4 7.20%

5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50 4.81%

6 陈援 243 2.60%

7 北京阳光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 2.16%

8 王贤民 130 1.39%

9 施建平 110 1.18%

10 何晟铭 100 1.07%

11 穆小勇 80 0.86%

12 陈平 80 0.86%

13 毛攀锋 80 0.86%

14 李忠良 70 0.75%

15 李水芳 70 0.75%

16 刘灵佳 60 0.64%

17 钟道构 50 0.53%

18 钟凯特 50 0.53%

19 钟雪珍 50 0.53%

20 曾嘉 50 0.53%

21 钟开阳 50 0.53%

22 杜淳 40 0.43%

23 李志强 40 0.43%

24 深圳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0.36%

25 楼新传 30 0.32%

26 杨幂 30 0.32%

27 钟群环 20 0.21%

28 邓细兵 20 0.21%

29 江新光 20 0.21%

30 谭新国 15 0.16%

31 姜鸿 12 0.13%

合计 9,360 100.00%

（九）2012年12月，欢瑞世纪第四次增资及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年12月25日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股东钟金章将其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中的500万股转让给中国文化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500万股转让给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140万股转让给杭州金色未

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60万股转让给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万股转让给赵玉娜，股权转

让价格为18.5元/股；同意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由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按照18.5元/股的价格

认缴，变更后的欢瑞世纪注册资本9,860万，并对应修改欢瑞世纪章程。

2012年12月28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12）京会兴验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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