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5.6475%，当代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当代

集团持有上市公司75,257,483股，持股比例为24.3543%，当代集团一致行动人罗德胜、睿沣资本、天风

睿合分别持有上市公司800,000股、14,531,754股、13,455,328股，持股比例分别为0.2589%、4.7027%、

4.3543%，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达到33.6702%，当代集团仍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 《审阅报告》（众环专字 （2015）010984号）、《备考审阅报告》（众环专字

（2015）010985号），以2015年9月30日作为基准日进行对比，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与本次交

易完成后的备考合并报表之间主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1、主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备考报表

资产总额 2,109,080,620.01 5,428,907,571.75

负债总额 965,388,694.34 1,120,215,821.28

股东权益合计 1,143,691,925.67 4,308,691,750.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902,113,732.84 4,067,113,557.64

注：201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5年1-9月度备考报表

营业收入 330,189,432.67 432,453,212.69

营业利润 31,913,970.26 111,071,987.62

利润总额 31,793,214.67 111,005,671.13

净利润 4,453,609.37 82,482,724.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746,280.74 65,282,834.57

注：201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备考报表

资产负债率 45.77% 20.63%

每股净资产（元/股） 8.25 13.94

项目 2015年1-9月 2015年1-9月度备考报表

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1

注：1、以上201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上表中每股收益为使用加权平均股本数计算所得的加权平均基本每股收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净利润水平、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

均有明显增加，不存在因并购重组交易而导致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况。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枫彩生态10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枫彩生态100%股权交易价格以

及相关财务数据情况，相关计算指标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枫彩生态 三特索道 占比

资产总额 2,482,000,000.00* 2,090,696,253.49 118.72%

营业收入 61,813,598.20 386,299,350.50 16.00%

资产净额 2,482,000,000.00* 914,860,013.58 271.30%

注：1、三特索道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和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4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和2014年度合并利润表；枫彩生态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枫彩生态经审计的2015年4月30日合并报表的总资产额、资产净额与

本次交易成交金额较高者为准，2014年度营业收入取自枫彩生态经审计的2014年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248,200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本次交

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蓝森环保等8家企业以及其他19名自然人，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为当代集团、睿沣资本、蓝山汇投资以及自然人吴君亮。 其中：

1、当代集团为三特索道控股股东；

2、 天风睿合、 睿沣资本均是由天风天睿控股的基金管理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管理，因

此，天风睿合与睿沣资本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就本

次交易事项，天风睿合与睿沣资本互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风睿合、睿沣资本合计持有三特

索道股份比例超过5%；

3、本次交易完成后，蓝森环保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曰忠持有三特索道股份比例超过5%。

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当代集团、天风睿合、睿沣资本、蓝森环保以

及王曰忠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在召开关于本次重组的董事会会议时已提请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在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议案时，将提请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2013年12月5日，当代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5,000,000股，与其一

致行动人共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7,787,9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82%，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艾

路明先生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当代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艾路明先生。 因此，本次交易

应当以向当代集团及其关联方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计算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2015年4月10日，当代集团与枫彩生态19名自然人股东以及3名法人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以合计1.98亿元人民币对价取得其所持有的枫彩生态1,200万元人民币出资额。 2015年4月17日，枫彩

生态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枫彩生态注册资本由12,000万元增至15,042.424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3,

042.4242万元由当代集团、睿沣资本、天风睿合认缴，共出资5.02亿元。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当

代集团及其关联人（亦为一致行动人）睿沣资本、天风睿合合计持有枫彩生态28.2030%股权，为枫彩生

态的参股股东。

目前，枫彩生态的控股股东仍为蓝森环保，实际控制人仍为王群力先生。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一）的相关规定，公司向当代集团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金额应按其持有股权的比例乘以枫彩生

态账面资产总额和交易金额孰高计算，即7亿元。 当代集团及其关联人取得该等股权的对价与公司通过

本次交易购买该等股权所支付的对价相同，不存在溢价出售的情况。

综上所述，自当代集团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来，上市公司累计向当代集团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金额合计7亿元，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即2012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

期末资产总额（即141,977.96万元）的49.30%。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当代集团，实

际控制人仍为艾路明先生，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九、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将由138,666,666股变更为309,011,111股，社会公众股占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上市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

综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Wuhan�Sante�Cableway�Group�Co.,�Ltd.

曾用名 无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2159.SZ

证券简称 三特索道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黄鹂路88号壹号楼

注册资本 138,666,666元

法定代表人 刘丹军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1号光谷软件园D1栋

联系电话 027-87341809

传真电话 027-87341811

经营范围

机电一体化客运索道及配套设备的开发、研制、设计、投资建设、经营；计算机及配件、文化办公

机械、通信产品零售兼批发；工艺美术品制造、销售；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B，需持有效证

件经营）。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设立及上市情况

1989年3月27日，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办公室“武新管二字（1989）7号文” 批准，本公司

的前身武汉市三特电气研究所， 于1989年3月31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20万

元。

1989年8月2日，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武汉市三特电气研究所试行股份制的批复》（武

体改[1989]31号文），同意武汉市三特电气研究所试行股份制、更名为武汉市三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8月1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武银管[1989]126号文” 批准，同意武汉市三特电气

研究所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500.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股票按面值等价发行。 发行完成后注册

资本为500.00万元，公司更名为武汉市三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991年11月，公司经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武体改[1991]98号文”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

行“武银管[1991]138号文” 批准同意公司增发股票1,153.7万股，股票发行完成后的注册资本为1,653.7

万元，公司更名为武汉三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3月，公司经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武体改[1993]26号文” 、武汉市证券管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武证办[1993]11号文” 批准同意公司股东大会1992年度分红送股方案，即以1992年股本为基数

每10股送红股0.833股，公积金转增2.167股，总计送转股496.11万股。同意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

850.19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3元。 此次送、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公司更名为武汉三特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12月，经国家体改委《关于同意武汉三特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规范化股份制试点

的批复》（体改生[1993]247号文）的批准，公司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试点。1995年，经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三特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4月，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三特索道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7月25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199号文”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3,000万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二）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2008年5月，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由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人民

币4,000.00万元，转增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2,000.00万元。

2014年8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876号” 文批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实际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1,866.6666万股，此次发行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3,866.6666万元。

综上，自2014年非公开发行至今，公司总股本一直为13,866.6666万股，未曾发生改变。

三、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3年12月5日，当代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5,000,000股，与其

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7,787,9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82%，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变更前，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7,563,30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64%，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三特索道21,697,95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15.6475%，为公司控股股东。 当代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当代集团” 。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

艾路明先生直接持有当代集团24.88%的股权， 通过武汉九恒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九恒投

资” ）间接持有当代集团3.33%的股权，为当代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三特索道15.6475%，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艾路明通过当代集团控制本公司，进而成为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本公司以风景区客运索道运输服务为主营业务， 辅以旅游景区经营、 旅游地产开发及景区酒店业

务。 目前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索道门票收入，少量来源于景区服务、旅游房地产租售、酒店餐饮收入和旅

行社业务收入。

公司自1995年确定客运索道为主导产业以来，经过十多年不懈地努力，通过跨区域开发、经营与探

索，在客运索道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客运索道拥有数量、资产总量、技术能力、管

理水平等方面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公司是“国际索道协会” 最早的中国企业会员之一，也是中国索道协

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随着中国旅游产业由观光旅游时代向休闲度假时代的转型升级， 公司已逐步发展为以旅游客运索

道经营为主、景区及旅游地产开发经营为辅的跨区域、专业化旅游企业集团，并已形成了“经营一批、开

发一批、储备一批” 的资源战略和经营模式，具备了较为突出的优质旅游资源控制能力，确立了一套成熟

的跨地域发展的业务拓展模式， 拥有一支对中国旅游市场有着深刻认识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团

队。

六、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109,080,620.01 2,090,686,253.49 1,671,953,492.47

总负债 965,388,694.34 943,112,895.78 817,013,385.32

股东权益 1,143,691,925.67 1,147,573,357.71 854,940,107.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02,113,732.84 914,860,013.58 576,383,348.80

注：201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330,189,432.67 386,299,350.50 342,795,432.43

利润总额 31,793,214.67 4,118,765.78 68,028,319.70

净利润 4,453,609.37 -25,937,385.26 42,138,907.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2,746,280.74 -37,265,309.72 31,231,467.03

注：201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92,335.99 95,085,352.12 39,731,784.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197,474.04 -215,869,487.94 -259,748,299.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45,345.26 357,044,412.66 212,926,862.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5,750,483.31 236,258,495.49 -7,089,127.11

注：201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1-9月/2015年9月

30日

2014年度/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度/

2013年12月31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0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8.25 6.60 4.8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37 0.69 0.33

资产负债率（合并） 45.77% 45.11% 48.87%

流动比率（倍） 0.40 0.77 0.77

速动比率（倍） 0.28 0.68 0.55

毛利率 52.41% 49.86% 47.53%

注：201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手为枫彩生态全体27名股东。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

易对方为当代集团、睿沣资本、蓝山汇投资以及自然人吴君亮。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概况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蓝森环保 6,750.8870 44.8790%

2 当代集团 2,121.2121 14.1015%

3 天风睿合 1,515.1515 10.0725%

4 普邦园林 1,091.2428 7.2544%

5 睿沣资本 606.0606 4.0290%

6 博益投资 509.5140 3.3872%

7 王自兰 480.0000 3.1910%

8 苏州科尔曼 467.8654 3.1103%

9 西藏一叶 360.0000 2.3932%

10 王曰忠 216.0000 1.4359%

11 薛菲菲 216.0000 1.4359%

12 徐小平 165.9744 1.1034%

13 何国梁 149.7420 0.9955%

14 孙大华 108.0000 0.7180%

15 杨晨 108.0000 0.7180%

16 阮俊堃 66.6360 0.4430%

17 张长清 33.1992 0.2207%

18 刘崇健 22.1616 0.1473%

19 徐华 16.5996 0.1104%

20 魏伟 9.9576 0.0662%

21 刘馨 4.9788 0.0331%

22 韩冰 4.9788 0.0331%

23 郭海涛 4.9788 0.0331%

24 李克江 4.9788 0.0331%

25 许小东 4.9788 0.0331%

26 赵建国 1.6632 0.0111%

27 左洁 1.6632 0.0111%

（二）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概况

配套资金认购方 本次认缴的配套资金金额（万元） 认购的股份发行数量（股）

当代集团 66,000.00 35,522,066

睿沣资本 17,000.00 9,149,623

蓝山汇投资 10,000.00 5,382,131

吴君亮 5,000.00 2,691,065

合计 98,000.00 52,744,885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蓝森环保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锦波

注册资本 2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1月28日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银川东路1号16号楼10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号 370200400117798

组织机构代码 74399767-3

税务登记证号码 370212743997673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市崂山区银川东路1号16号楼102

经营范围

苗木的培育、 种植及新品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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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1）2003年1月，蓝森环保设立

蓝森环保成立于2003年1月，由自然人徐少灵、徐绍萍共同出资组建，成立时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

徐少灵出资40万元，徐绍萍出资10万元。 2003年1月27日，青岛中才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出资

进行审议并出具（2003）青中才验字第098号《验资报告》，截至2003年1月27日，蓝森环保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5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03年1月28日，蓝森环保取得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崂山区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蓝森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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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少灵 40.00 80.00

2 徐绍萍 10.00 20.00

合 计 50.00 100.00

（2）2003年9月，蓝森环保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3年9月10日，蓝森环保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徐少灵、徐绍萍分别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外籍自然人

王群力、青岛蓝森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森软件” ）事项。

2003年9月24日，徐少灵与王群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徐少灵将其持有的蓝森环保40万元出资

以40万元价格转让给王群力；徐绍萍与蓝森软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徐绍萍将其持有的蓝森环保10

万元出资以10万元转让给蓝森软件。

2003年10月29日，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并购内资企业举办中外

合资企业“青岛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可行性报告、合同、章程的批复及颁发批准证书的通知》（青高

新企字[2003]137号）。

2003年11月11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向蓝森环保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

准号：外经贸青府高字[2003]0052号）。

2003年11月28日，蓝森环保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森环保成为外商投资企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群力 40.00 80.00

2 蓝森软件 10.00 20.00

合 计 50.00 100.00

（3）2005年2月，蓝森环保第一次增资

2004年2月2日，蓝森环保通过董事会决议，增加蓝森环保注册资本至200万元，增加的150万元由原

股东按持股比例认缴，其中王群力以相当于120万元人民币的美元出资，蓝森软件出资30万元人民币。

2004年10月25日、2004年12月22日、2005年1月6日， 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分期出资进行

审验并出具大明验字[2004]1043号《验资报告》、大明验字[2004]1144号《验资报告》、大明验字[2005]

001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截至2004年12月30日，蓝森环保共收到股东缴纳的相当于200万元人民币

的注册资本。

2005年2月17日，蓝森环保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蓝森环保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群力 160.00 80.00

2 蓝森软件 40.00 20.00

合 计 2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除上述股权变更之外，蓝森环保股权结构未发生其他变更。

3、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王群力先生直接持有蓝森环保80%股权，为蓝森环保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

出具日，蓝森环保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蓝森环保最近三年未开展实际经营性业务。

5、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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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94,339,447.22 94,616,673.58 76,687,776.22

负债总额 1,728,429.56 1,790,583.66 1,567,394.55

所有者权益 92,611,017.66 92,826,089.92 75,120,381.67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0 0 0

利润总额 4,458,315.03 17,705,708.25 -983,759.32

净利润 3,874,606.43 17,705,708.25 -983,759.32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日，蓝森环保除持有枫彩生态44.8790%的股权外，其他主要对外投资企业

的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苏州蓝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100% 物业管理

（二）当代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汉生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88年7月20日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69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420100178068264D

组织机构代码 17806826-4

税务登记证号码 鄂国地税武字420101178068264

主要办公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69号当代大厦

经营范围

高科技产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生物、化工、化学、医学、计算机和软硬件技术咨询

（国家有专项规定按其执行）；计算机和软硬件设备的销售；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金属矿及非金属矿的销售；重油、润滑油、石油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

销售；燃料油、沥青、混合芳烃的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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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1）1988年7月，公司成立

当代集团设立于1988年7月20日，前身是武汉市洪山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是经武汉市洪山区科学

技术委员会洪科【88】84号批准成立的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号为17806828，注册资本为2,000元。

武汉市洪山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周汉生 350.00 17.50%

艾仁宽 330.00 16.50%

张小东 330.00 16.50%

贺锐 330.00 16.50%

潘瑞军 330.00 16.50%

陈华 330.00 16.50%

合计 2,000.00 100.00%

（2）1992年8月，第一次增资、第一次名称变更

1992年8月10日，武汉市洪山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注册资本增加到340万元，经武汉市洪山区审计

事务所出具了No.008431号企业登记验资证明，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 增资完成

后，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艾路明出资58.514万元，出资占比17.21%；周汉生出资42.670万元，出资占比

12.55%；张晓东出资42.670万元，出资占比12.55%；张小东出资42.670万元，出资占比12.55%；李纪出资

24.684万元，出资占比7.26%；王一鸣出资24.684万元，出资占比7.26%；潘瑞军出资8.704万元，出资占比

2.56%；陈华出资8.704万元，出资占比2.56%；职工持股69.36万元，出资占比20.40%；武汉洪山区科学技

术委员会出资17.340万元，出资占比5.10%。

（3）1993年6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1993年6月1日，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武汉奥兴高科技开发公司签署了《转让出资协议

书》，将其持有的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17.340万元股份转让给武汉奥兴高科技开发公司。

（4）1993年1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1993年12月8日，武汉奥兴高科技开发公司与艾路明、周汉生、张晓东、张小东、王一鸣、李纪、陈华、

潘瑞军签署了《转让出资协议书》，将其持有的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17.340万元股份分别转让给

艾路明4.012万元、周汉生2.958万元、张晓东2.958万元、张小东2.958万元、王一鸣1.632万元、李纪1.632

万元、陈华0.578万元、潘瑞军0.578万元。

（5）1994年1月，第一次公司性质变更

1994年1月5日，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的工商登记。

（6）1995年1月，第二次增资

1995年1月27日，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1,440万元，经洪山区审计事务所洪

审验字第77号验资报告验证。 此次增资完成后，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艾路明出资316.656万元，出资占

比21.99%；周汉生出资231.120万元，出资占比16.05%；张晓东出资231.120万元，出资占比16.05%；张小

东出资231.120万元，出资占比16.05%；李纪出资133.344万元，出资占比9.26%；王一鸣出资133.344万

元，出资占比9.26%；潘瑞军出资46.944万元，出资占比3.26%；陈华出资46.944万元，出资占比3.26%；职

工持股69.360万元，出资占比4.82%。

（7）1996年2月，第三次增资

1996年2月6日，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2,800万元，经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鄂信业字【1996】第590号验资报告验证。 此次增资完成后，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艾路明出资630.77万

元， 出资占比22.52%； 周汉生出资460.39万元， 出资占比16.44%； 张晓东出资460.39万元， 出资占比

16.44%；张小东出资460.39万元，出资占比16.44%；李纪出资265.68万元，出资占比9.49%；王一鸣出资

265.68万元，出资占比9.49%；潘瑞军出资93.66万元，出资占比3.35%；陈华出资93.66万元，出资占比

3.35%；职工持股69.36万元，出资占比2.48%。

（8）2001年2月，第四次增资、第二次公司性质、名称变更

2001年2月21日，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8,800万元，经湖北永信会计师事务

所鄂永会字【2001】第016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制，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市当代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此次增资完成后， 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 艾路明出资2,042.64万元， 出资占比

23.21%；周汉生出资1,496.00万元，出资占比17.00%；张晓东出资1,496.00万元，出资占比17.00%；张小

东出资1,496.00万元，出资占比17.00%；王一鸣出资880.00万元，出资占比10.00%；李纪出资616.00万

元，出资占比7.00%；潘瑞军出资352.00万元，出资占比4.00%；陈华出资352.00万元，出资占比4.00%；职

工股（工会）出资69.36万元，出资占比0.79%。

（9）2001年4月，第三次名称变更

2001年4月25日，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武汉当代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0）2001年4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1年4月29日，武汉市当代科技发展总公司工会与刘家清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将其持

有的武汉当代科技投资有限公司69.36万元股权转让给刘家清。

（11）2001年11月，股份制改造、第五次增资、第四次名称变更

2001年11月23日，经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股函【2001】47号文件同意，对“武汉当代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进行股份制改造，公司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当代科技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并增加股本至1亿元，该事项经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鄂信验字【2001】第44号验资报告验

证。 此次增资完成后，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艾路明出资2,321万元，出资占比23.21%；周汉生出资1,700

万元，出资占比17.00%；张晓东出资1,700万元，出资占比17.00%；张小东出资1,700万元，出资占比

17.00%；王一鸣出资1,000万元，出资占比10.00%；李纪出资700万元，出资占比7.00%；潘瑞军出资400

万元，出资占比4.00%；陈华出资400万元，出资占比4.00%；刘家清出资79万元，出资占比0.79%。

（12）2003年10月，第五次名称变更

2003年10月22日，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名称由武汉当代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武汉当代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2004年8月，第六次名称变更

2004年8月2日， 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名称由武汉当代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2004年12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4年12月30日，李纪分别与白玲、杨毅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当代集团500万股股

份分别转让给白玲200万股、杨毅300万股。

（15）2006年12月-2007年3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期间，潘瑞军、陈华、杨毅、白玲分别与艾路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

各自分别持有的400万股、400万股、300万股、200万股转让给艾路明。

（16）2008年1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08年1月22日，艾路明分别与余磊、王学海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当代集团1,000

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余磊500万股、王学海500万股。

（17）2010年6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0年6月22日，王一鸣与艾路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当代集团1,000万股股份转

让给艾路明。

（18）2011年5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2011年5月19日，艾路明分别与杜晓玲、陈海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当代集团1,

000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杜晓玲500万股、陈海淳500万股。

（19）2013年12月，第九次股权转让

2013年12月3日，李纪与艾路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当代集团200万股股份转让给

艾路明；周汉生、张小东、张晓东分别与余磊、王学海、陈海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分别持有的

300万股、500万股、700万股共计1500万股分别转让给余磊500万股、王学海500万股、陈海淳500万股。

（20）2014年12月，第六次增资

2014年12月1日，九恒投资以实物资产认购当代集团11,731,250.00股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当代

集团注册资本增至111,731,250.00元，该出资已经武汉中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武中卓验字[2014]第

02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当代集团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艾路明25.248%、周汉生

12.530%、张小东10.740%、张晓东8.950%、陈海淳8.950%、王学海8.950%、余磊8.950%、杜晓玲4.475%、

刘家清0.707%、九恒投资10.500%。

（21）2014年12月，第七次增资

2014年12月5日， 当代集团将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457,518,750.00元按现有股东持股比例同

比例转增注册资本，本次转增完成后，当代集团注册资本增至569,250,000.00元，该事项经武汉中卓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武中卓验字[2014]第03号《验资报告》验证。

（22）2014年12月，第八次增资

2014年12月21日，九恒投资以现金认购当代集团5,000,000.00股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当代集团

注册资本增至574,250,000.00元， 该事项经武汉中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武中卓验字 [2014] 第05号

《验资报告》 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 当代集团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 艾路明25.0282%、 周汉生

12.4209%、张小东10.6465%、张晓东8.8721%、陈海淳8.8721%、王学海8.8721%、余磊8.8721%、杜晓玲

4.4360%、刘家清0.7009%、九恒投资11.2791%。

2014年12月21日，当代集团将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195,000,000.00元按现有股东持股比例同

比例转增股本，本次转增完成后，当代集团的注册资本增至769,250,000.00元，该事项经武汉中卓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武中卓验字[2014]第06号《验资报告》验证。

（23）2014年12月，第九次增资

2014年12月30日，九恒投资以现金认购当代集团4,615,000.00股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当代集团

注册资本增至773,865,000.00元， 该事项经湖北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鄂天元验字

[2014] 第013号 《验资报告》 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 当代集团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 艾路明

24.8789%、周汉生12.3468%、张小东10.5830%、张晓东8.8192%、陈海淳8.8192%、王学海8.8192%、余磊

8.8192%、杜晓玲4.4096%、刘家清0.6967%、九恒投资11.8082%。

2014年12月30日，当代集团将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226,135,000.00元按现有股东持股比例同

比例转增股本，本次转增完成后，当代集团注册资本增至10亿元，该事项经湖北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鄂天元验字[2014]第014号《验资报告》验证。

（24）2015年7月，第十次增资

2015年7月30日，当代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决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0万元。当代集团按现有

股东持股比例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 当代集团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 艾路明24.8789%、 周汉生

12.3468%、张小东10.5830%、张晓东8.8192%、陈海淳8.8192%、王学海8.8192%、余磊8.8192%、杜晓玲

4.4096%、刘家清0.6967%、九恒投资11.8082%。 2015年8月6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

3、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当代集团是一家综合性产业投资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对外投资的领域已涵盖医药、地产、旅

游、金融、农业、纺织、学历教育等多板块。

5、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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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21,938,360,867.24 16,575,671,191.40 11,296,889,882.96

负债总额 12,897,609,228.49 10,110674,972.63 7,030,962,553.36

所有者权益 9,040,751,638.75 6,464,996,218.77 4,265,927,329.60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8,865,828,482.42 7,141,012,910.88 4,950,953,914.21

利润总额 1,220,139,912.03 1,085,813,069.16 716,030,052.10

净利润 974,614,898.77 845,148,545.62 590,371,936.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31,955,152.17 231,894,447.52 93,887,222.79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日，当代集团除持有枫彩生态14.10%的股权外，其他主要对外投资企业的情

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64,302.45 24.49% 医药研发、生产、销售等

2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11,293.00 36.77%

纺织品、服务贸易，纺织设

备配件销售等

3 安庆市华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80.00%

房地产开发 （三级凭有效

资质证经营）

4 武汉当代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

5 汇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55.00%

化妆品研发、批发兼零售、

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6 新疆安格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70.00%

天然香精香料和种植 、收

购、加工、销售

7 武汉鸣皋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68.75% 教育项目投资及咨询

8 武汉晟道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咨询服务业务

9 湖北恒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8,000.00 90% 磷矿开采

10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866.67 15.07%

索道项目及旅游景区的开

发、建设、经营等

11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18,590.60 7.53%

汽车精密轴承的研发、制

造与销售

12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10,995.95 51.28% 矿产品、化工产品等

13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

16,401.85 21.43%

磷矿石贸易、 学生公寓管

理、文化业务

14 武汉健坤物业有限公司 10,646.00 98.00% 学生公寓出租和运营管理

15 湖北恒裕资源有限公司 3,000.00 80.00% 磷矿石贸易业务

（三）天风睿合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天风睿合（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风睿通（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人：冯晓明）

合伙份额 69,710.26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20日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园华光大道18号高科大厦4层02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 自2015年3月20日至2020年3月19日

注册号 420100000479741

组织机构代码 30379444-2

税务登记证号码 420101303794442

主要办公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园华光大道18号高科大厦4层02室

经营范围

对企业项目投资；提供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及期货投资咨询）、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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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1）2015年3月，企业成立

天风睿合（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天风睿通（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2015年3月20日取得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20100000479741，注册资本为100,100.00万元。 天风睿合成立时出资比例

如下：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天风睿通（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 100.00 0.10%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00 100,000.00 99.90%

合计 0.00 100,100.00 100.00%

（2）2015年5月，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变更

2015年5月6日，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事项。 变更后， 天风睿合注册资本变更为

697,102,610.00元，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合计为697,102,610.00元，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天风睿通（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0.43%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4,102,610.00 694,102,610.00 99.57%

合计 697,102,610.00 697,102,61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及合伙人情况

（1）产权控制关系图

（2）合伙人的简要情况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天风睿合共有两名合伙人，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天风睿通（武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风睿通（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晓明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11日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园华光大道18号高科大厦4层05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20100000476616

组织机构代码 33342197-0

税务登记证号码 420101333421970

主要办公地点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园华光大道18号高科大厦4层05室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对企业项目投资;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顾问咨询

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天风睿合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5、最近三年合并口径的财务数据

天风睿合为持股型主体，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编制财务报表。

6、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天风睿合除持有枫彩生态10.0725%的股权外，其他主要对外投资企业的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合伙份额（万

元）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天风睿翼（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 99.00% 对外投资

天风睿泽（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 99.00% 对外投资

天风睿源（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 99.00% 对外投资

（四）普邦园林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伟雄

注册资本 161,152.4970万元

成立日期 1995年7月19日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南二街一巷14-20号首层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号 440101000113186

组织机构代码 23122971-8

税务登记证号码

粤地税字440104231229718�号

粤国税字440102231229718�号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安路13号越秀财富世纪广场A1幢34楼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花卉出租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市政工程设计

服务;绿化管理、养护、病虫防治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景观和绿地设施

工程施工;工程总承包服务;物业管理;古建筑工程服务;工程围栏装卸施工;市政设施管理;路

牌、路标、广告牌安装施工;建筑物清洁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2、最近三年股本变化

2012年3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229号文核准，普邦园林首次公开发行4,368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普邦园林股本变更为17,468万股。普邦园林股票于2012年3月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代码“002663” 。

2012年8月17日，普邦园林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2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普

邦园林以2012年6月30日总股本17,468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股本6股，并按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873.40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会计期间。本次转增方

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27,948.80万股。

2013年5月21日，普邦园林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普邦园林以

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27,948.8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共分配

现金股利4,192.32万元，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股本10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分配。 本次转

增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55,897.60万股。

2014年12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157号文核准，普邦园林非公开发行8,473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股本变更为64,370.60万股。

2015年5月13日，普邦园林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意普邦园林

以2014年末总股本64,370.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2元（含税），共分配现金

股利3,990.98万元，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股本15股，转增后总股本为160,926.50万股，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以后分配。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 普邦园林股本总额因股权激励对象行权发生了变

化，由64,370.6万股增加至64,596.60万股，分配方案相应调整为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4.947520股。 本次转增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161,152.50万股。

2015年3月16日，普邦园林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自然人股东谢非、简振华、常

灵、周巍、侯映学、符琳、张玲、徐建军、范欣、杨浦、靳志军和法人股东赛伯乐持有的四川深蓝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13,000万元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普邦

园林重组交易” ），普邦园林重组交易已经其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5年8月3日经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向谢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57号）文件核准。 普邦园

林已与各方已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了标的资产过户、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验资等手续，并于2015年10月19日办理完毕普邦园林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新

增股份上市日为2015年11月2日。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普邦园林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

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2015年11月27日，普邦园林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以及《关于修订<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普邦园林A股总股本由1,611,524,970股

增至1,704,595,139股，上述变更尚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涂善忠直接持有普邦园林50,013.04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1.05%，为普

邦园林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普邦园林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普邦园林主营业务为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及建筑设计、苗木种植及园林养护，主要为住宅、旅游

度假区和市政项目等提供园林的综合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普邦园林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园林行业产业

链，成为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的园林综合服务商，在企业品牌、一体化服务、跨区域运作、项目风

险管控、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2012年、2013年、2014年普邦园林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85,081.24万元、239,343.03万元、316,086.27�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018.73万

元、30,485.13万元、39,790.23万元，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5、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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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5,485,848,353.36 3,397,753,232.69 2,251,535,021.39

负债总额 1,870,127,054.64 1,218,044,715.81 346,259,560.78

所有者权益 3,615,721,298.72 2,179,708,516.88 1,905,275,460.61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3,160,862,677.72 2,393,430,328.86 1,850,812,389.87

利润总额 480,848,535.58 366,898,484.27 288,027,280.04

净利润 397,788,353.87 305,199,500.28 240,187,260.51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日，普邦园林除持有枫彩生态7.2544%的股权外，其他主要对外投资企业的

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1 佛山林樵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对建设项目进行投资， 建设项目投资管

理，建设工程管理咨询。

2 佛山市南海区博汇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对水利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建筑安装业

进行投资。

3 佛山市南海区博景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对水利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建筑安装业

进行投资。

4

佛山市南海区叠泉织锦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 100.00%

对水利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建筑安装业

进行投资。

5 佛山市南海区映月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对水利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建筑安装业

进行投资。

6 普邦园林（香港）有限公司 -- 100.00% 投资

7 广东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 14,000.00 100.00% 苗木种植，养护，销售，推广，培育。

8 上海普天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 环境工程

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工程项目策划，投资

咨询，投资管理，旅游信息咨询等。

9 广东城建达设计院有限公司 2,000.00 90.00%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市政公用行

业工程设计，城乡规划编制，工程监理，

工程招标代理，房屋安全鉴定。

10 PBLA�LIETIED -- 100.00% 投资

11 Pubang�Overseas�SDN�BHD 林吉特50 100.00% 投资

12 泛亚环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港币780 25.50%

景观评估、规划、设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

务。

13 广州普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000 30.00% 贷款

14 四川深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100.00%

环保设备、环保器材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安装调试，

环保工程的承包、施工、安装，环保

工程工艺设计等。

（五）睿沣资本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睿沣资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睿信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人：冯晓明）

合伙份额 22,4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9月6日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园华光大道18号高科大厦4层01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 2013年9月6日至2020年9月5日

注册号 420100000364090

组织机构代码 07449965-X

税务登记证号码 42010107449965X

主要办公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园华光大道18号高科大厦4层01室

经营范围

对企业项目投资；提供与股权投资有关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及期货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上

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2、历史沿革

（1）2013年9月，企业成立

睿沣资本，系上海泓汉投资有限公司、睿沣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合

伙企业。 2013年8月20日，睿沣资本完成企业名称核准。 2013年9月6日取得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20100000364090，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睿沣资本成立时出资

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上海泓汉投资有限公司 0.00 1.00 1.00%

睿沣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 99.00 99.00%

合计 0.00 100.00 100.00%

（2）2014年5月，合伙人变更

2014年4月24日，上海泓汉投资有限公司与天风天睿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上海泓汉投资有限公司

将占睿沣资本认缴出资份额1%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出资按零元价格转让给天风天睿。

2014年4月24日， 睿沣资本召开了2014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合伙人变更事

宜。

2014年5月21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事项。 变更后，睿沣资本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天风天睿投资有限公司 0.00 1.00 1.00%

睿沣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 99.00 99.00%

合计 0.00 100.00 100.00%

（3）2015年4月，合伙人变更

2015年4月22日，天风天睿与睿信资本（前身为睿沣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出资转

让协议，天风天睿将占睿沣资本认缴出资份额1%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出资按零元价格转让给睿信资本。

2015年4月22日， 睿沣资本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合伙人变更事

宜，并同意天风睿信出资22,300.00万元认缴睿沣资本新增有限合伙份额，成为睿沣资本的有限合伙人。

2015年4月23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事项。 变更后，睿沣资本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睿信资本 6.00 100.00 0.45%

天风睿信 10,000.00 22,300.00 99.55%

合计 10,006.00 22,400.00 100.00%

（4）2015年4月，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

2015年4月23日，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睿沣资本执行事务合伙人由“睿沣资本（武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冯晓明）” 变更为“睿信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人：冯晓

明）” 。

3、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注：睿沣资本的LP为天风睿信，天风睿信由天风天睿（出资20%）、睿信资本（出资2%）、恒泰睿信

（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30%）、湖北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0%）、当代集团

（出资8%）、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6%）、武汉光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出资4%）出资

设立。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睿沣资本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5、最近三年合并口径的财务数据

睿沣资本为持股型主体，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编制财务报表。

6、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睿沣资本除持有枫彩生态4.0290%的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资企业。

（六）博益投资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廉君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5月14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310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4105489

组织机构代码 66100600-4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661006004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3105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资

信息咨询及其他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历史沿革

博益投资成立于2007年5月，由康美实业有限公司（曾用名，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康美实业” ）、许冬瑾共同出资组建，成立时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康美实业出资1,800万元，许冬

瑾出资200万元。 2007年4月29日，深圳银展会计师事务所对出资进行审验并出具银展验资报字（2007）

第066号《验资报告》，截至2007年4月26日，博益投资以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00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07年5月14日，博益投资取得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博益投资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康美实业 1,800.00 90.00

2 许冬瑾 200.00 10.00

合 计 2,00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康美实业持有博益投资90%股权，为博益投资控股股东；马兴田持有康美实业88.5%股权，为康美实

业的控股股东，因此马兴田通过康美实业间接控制博益投资，为博益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

摘要出具日，博益投资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博益投资主要从事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等业务。自2007年以来相继投资了多家企业，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资产总额达12亿元左右。

5、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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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1,212,374,346.64 1,055,919,627.01 202,574,459.65

负债总额 771,726,948.33 693,380,108.56 252,776,087.35

所有者权益 440,647,398.31 362,539,518.45 -50,201,627.70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12,999,158.65 685,718.06 263,954.00

利润总额 95,152,029.72 549,875,927.73 -34,150,151.33

净利润 78,107,879.86 412,741,146.15 -35,614,448.20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日，博益投资除持有枫彩生态3.3872%的股权外，其他主要对外投资企业的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7,068.5034 11.79% 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61,152.50 1.69%

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计、苗木

种植及养护

（七）苏州科尔曼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科尔曼花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Keith�Melvin�Coleman

注册资本 200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4年7月29日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注册号 320594400036248

组织机构代码 31055201-1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园国/地税字321700310552011号

主要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经营范围

观赏花木的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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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苏州科尔曼成立于2014年7月29日，由自然人Keith� Melvin� Coleman出资设立，成立时注册资本

为100万美元，2014年7月29日苏州科尔曼取得了由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2015年2月4日，苏州科尔曼增加注册资本至200万美元，由自然人Kevin� Robert� Coleman出资100

万美元。 2015年2月4日苏州科尔曼取得了由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3、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4、主要股东情况

（1）Keith� Melvin� Coleman基本情况

姓名 Keith�Melvin�Coleman

性别 男

国籍 美国

护照号码 42*******

住所 美国俄勒冈州（Oregon）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在KCK任产品经理（Production�Manager）

控制企业及关联企业 持有KCK公司50%股权

（2）Kevin� Robert� Coleman基本情况

姓名 Kevin�Robert�Coleman

性别 男

国籍 美国

护照号码 07*******

住所 美国俄勒冈州（Oregon）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在KCK任总经理（General�Manager）

控制企业及关联企业 持有KCK公司50%股权

5、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苏州科尔曼成立至今，未发生实际业务。

6、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苏州科尔曼为持股投资主体，无具体经营业务。

7、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日，苏州科尔曼除持有枫彩生态3.1103%的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资企业。

（八）西藏一叶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藏一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小花

注册资本 3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1月17日

注册地址 拉萨开发区阳光新城B区6-6-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号 540091200005273

组织机构代码 58579338-3

税务登记证号码 540108585793383

主要办公地点 拉萨开发区阳光新城B区6-6-1号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洗涤用品、日用百货、包装材料及容器、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办公设备、零配件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

2、历史沿革

西藏一叶成立于2013年1月，由上海瀚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瀚鸣” ）、段小花共同

出资组建，成立时注册资本30万元，其中上海瀚鸣出资29.7万元，段小花出资0.3万元。 2013年1月7日，西

藏金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出资进行审议并出具藏金会验字[2013]0010号《验资报告》，截至2013

年1月7日，西藏一叶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出资共计人民币3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13年1月17日，西藏

一叶取得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西藏一叶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瀚鸣 29.70 99.00

2 段小花 0.30 1.00

合 计 3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上海瀚鸣间持有西藏一叶99%的股权，为西藏一叶控股股东；王自兰持有上海瀚鸣96.7%的股权，为

上海瀚鸣的控股股东，因此王自兰通过上海瀚鸣间接控制西藏一叶，为西藏一叶的实际控制人。 此外，王

自兰直接持有枫彩生态3.1910%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西藏一叶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西藏一叶成立至今，未开展实际业务。

5、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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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8,051.74 31,851.38 -

负债总额 155,790.00 13,500.00 -

所有者权益 -147,738.26 18,351.38 -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0 0 -

利润总额 -166,089.64 -281,648.62 -

净利润 -166,089.64 -281,648.62 -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日，西藏一叶除持有枫彩生态2.3932%的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资企业。

（九）王自兰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自兰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2219********20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桑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8年5月至今 上海瀚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是

2011年5月至今 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除持有枫彩生态3.1910%股份外，其他控制的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上海瀚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企业咨询 96.7% 王自兰

西藏一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0.00 批发零售 99% 段小花

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 投资管理

100%

（间接）

万晓丽

（十）王曰忠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曰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0219********11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2年1月至今 蓝森软件 董事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王曰忠除持有枫彩生态1.4359%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十一）薛菲菲

1、基本情况

姓名 薛菲菲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30419********21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薛菲菲最近三年无任职情况。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薛菲菲除持有枫彩生态1.4359%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十二）徐小平

1、基本情况

姓名 徐小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619********57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是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2年至今 江西凯地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是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徐小平除持有枫彩生态1.1034%股份外，其他控制的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江西凯地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 75% 徐小平

（十三）何国梁

1、基本情况

姓名 何国梁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50219********75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2年至2014年1月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湖州供电公司 职工 否

2014年1月至今 湖州新伦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何国梁除持有枫彩生态0.9955%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十四）杨晨

1、基本情况

姓名 杨晨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900519********22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0年至今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杨晨除持有枫彩生态0.7180%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十五）孙大华

1、基本情况

姓名 孙大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8119********19

住所 江苏省东台市弶港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2年至今 江苏省东台市弶港镇渔舍居委会 无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孙大华除持有枫彩生态0.7180%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十六）阮俊堃

1、基本情况

姓名 阮俊堃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22119********5X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2年至今 退休 无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阮俊堃除持有枫彩生态0.4430%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十七）张长清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长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519********52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1年至今 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是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张长清除持有枫彩生态0.2207%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十八）刘崇健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崇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0219********1X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4年至今 青岛奥得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是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刘崇健除持有枫彩生态0.1473%股份外，其他控制的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青岛奥得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

500.00 房地产投资 95% 刘崇健

青岛拥湾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400.00 投资管理 7.14% 刘佳生

（十九）徐华

1、基本情况

姓名 徐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0419********14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2年2月至今 苏州东吴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总建筑师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徐华除持有枫彩生态0.1104%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二十）魏伟

1、基本情况

姓名 魏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0219********17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6年至今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川锦融发制品有限公

司

总经理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魏伟除持有枫彩生态0.0662%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二十一）刘馨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馨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0219********25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是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2年至今 青岛半岛魅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刘馨除持有枫彩生态0.0331%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二十二）韩冰

1、基本情况

姓名 韩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11119********15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0年4月至今 青岛顺泰协和国际船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是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韩冰除持有枫彩生态0.0331%股份外，其他控制的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青岛顺泰协和国际船务有

限公司

500.00 国际货运 51% 韩冰

（二十三）郭海涛

1、基本情况

姓名 郭海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0519********10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2年至今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职员 无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郭海涛除持有枫彩生态0.0331%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二十四）李克江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克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040319********16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2年5月至今

中航工业青岛前哨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工会副主席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李克江除持有枫彩生态0.0331%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二十五）许小东

1、基本情况

姓名 许小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0419********52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06年12月至今

新华锦集团山东海川锦融发制品有限公

司

副总经理 否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许小东除持有枫彩生态0.0331%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二十六）赵建国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建国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0219********16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

联系电话 0512-679909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赵建国最近三年无任职情况。

3、控制的企业及关联企业

赵建国除持有枫彩生态0.0111%股份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下转A48版)

(上接A46版)

A47

■ 2015年12月30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