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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独立财务顾问/宏源证券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1、焦化行业不景气，公司现有资产盈利能力较差

近两年来，由于焦化行业自身产能严重过剩，焦化行业整体经营业绩不理想，特别是在原材料主焦煤价格坚挺导致的成本压力、焦化

行业下游需求不旺的背景下，独立焦化行业在近两年难以摆脱经营困境，出现大面积亏损。 面对焦化行业运行的复杂态势，虽然公司充分

利用了自身区域的行业龙头地位，优化主焦煤采购结构，拓展供货渠道，加强内控，严控成本费用，最大限度的减少亏损，但受制于下游行

业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司作为独立焦化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有限，盈利能力较差。

2、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为顺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支持文化企业的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的资源整合，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2011年3月颁布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传承创新，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

文化产业，培育骨干企业，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文化企业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和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

平。 ”

3、并购重组为打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提供新的手段

大文化产业的概念包括以独立物质形态呈现的文化产品行业（如图书报刊、电视电影、音像制作等）、以劳务形态展现的文化服务行

业（如戏剧舞蹈、文娱策划、体育经纪等）以及以衍生形态展现的文化附加行业（如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品牌运营等）。 近两年来，国内一

些优秀的文化产业的公司通过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迅速做大做强，但在构建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方面尚存不足，而有效利用并购重组的手

段可帮助文化企业迅速打通行业的产业链，产生更好的协同作用。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1、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增强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前，公司属于传统焦化行业，焦化产品的加工销售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在下游钢铁行业不景气，国家进一步淘汰落后

产能的大背景下，处于独立焦化行业的本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到很大的影响，经营业绩也呈下滑态势，为保障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公司有必要积极探索除焦化产业以外的发展领域，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以提升公司的后续盈利能力和持续竞争能力，增强公司的整体

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本公司将转型为涵盖动漫设计、制作、动漫游戏、创意旅游和玩具销售等动漫业务的大型文化类企业，控股

股东长城集团将利用自身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成功经验，协助公司对拟收购标的企业进行整合，利用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发挥最大限度的协

同效应，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高股东回报。

2、进军动漫文化产业，构建“虚拟现实、线上线下”的动漫全产业链

完成本次收购后，上市公司将全面进军动漫原创及衍生品领域，通过对标的企业的协同优化，实现“虚拟动漫形象+现实娱乐体验”的

线上线下互通的运营模式。

（1）动漫形象的原创设计

本次收购的资产涉及动漫形象原创设计的包括：宏梦卡通、美人鱼动漫（杭州长城全资子公司）、东方国龙。

宏梦卡通主营动漫形象设计、动漫影视制作、动漫衍生品开发，是提供动漫领域“内容创意—节目制作—产业开发” 全套解决方案的

文化创意企业，以原创和动漫精品节目制作为先导，一度成为中国原创动画节目产量最高、获奖最多、播出规模最大的动画企业。公司原创

30余部动漫作品，累计节目资源五万多分钟，打造出了“虹猫蓝兔” 、“神厨小福贵” 、“奇奇颗颗” 等知名动漫形象，节目输出到包括美国、

西班牙、新加坡、中东、越南以及港澳台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虹猫蓝兔形象授权企业曾达到70多家（包括李宁、隆力奇、汇源、均

瑶、华丰、五丰等各行业知名企业），涉及12个大类100余种产品。 公司曾先后被国家文化部、广电总局认定为“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

地” 、“国家动画产业基地”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中国十佳最具投资价值创意基地” 等。 公司先后获

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动漫品牌、中国最具产业投资价值的动漫品牌等100余个奖项，旗下“虹猫蓝兔” 品牌于2011年获得中国文化艺术政

府奖首届动漫奖“最佳动漫品牌奖” 。

杭州长城全资子公司美人鱼动漫主营动漫形象设计、动漫影视制作。 公司旗下拥有多家导演工作室，开发运营的项目包括《天狼星》

系列、《美人鱼》系列等，内容涵盖科幻、传统、古典等多种题材。

东方国龙主营动漫形象设计、动漫影视制作、动漫衍生品开发，作为国内知名的原创动漫企业，制作的《金丝猴神游属相王国》、《球嘎

子》、《兔爷008》、《红豆伢》和长篇动画《杰米熊之神奇魔术》、《杰米熊之魔幻马戏团》、《杰米熊之甜心集结号》、《杰米熊之魔瓶大冒

险》等多部优秀动画片，推出后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响。现正在积极进行《水果三国》系列动画、《萝莉蓓儿与小花妖》和《杰米熊》第五部系

列动画片《杰米熊之神话图卷》、《大魔术师杰米熊》大电影等项目的运作。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以本次收购动漫资产宏梦卡通、美人鱼动漫、东方国龙为基础，着力动漫创意的设计、动漫影片的制作、

动漫衍生品（如动漫玩具、动漫图书等）的开发。宏梦卡通、美人鱼动漫、东方国龙优秀的动漫团队将为本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的动漫

形象原创支持。

（2）动漫形象的运营推广

本次收购的资产涉及运营推广的主要为新娱兄弟，这将与上市公司现有的战略合作伙伴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百家动漫联播协作体

等共同构成公司动漫形象的运营推广平台。

新娱兄弟主营网页游戏的研发和运营，旗下的著名游戏娱乐平台51wan是中国第一个网页游戏运营平台，目前注册会员超过1亿，同

时运营网页游戏50余款，日均活跃用户200万左右。 除此外，目前公司正积极研发并运营手机移动游戏，公司研发的卡牌类游戏《Q妹三

国》等预计将于2014年年内上线，公司在游戏领域强大的研发和运营能力将有助于上市公司打造完整且丰富的线上娱乐平台。

首先，通过51wan等游戏平台，将公司原创动漫形象用于游戏的开发和运营，提升动漫形象的知名度；其次，与重庆广电旗下重庆视美

的战略合作，在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等类似平台，对公司动漫形象进行宣传；再次，与国内百余家地方电视台合作，成立百家动漫联播协作

体，将公司巨大的动漫片库全面推广。

51wan、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百家动漫联播协作体等将成为公司动漫形象推广的重要窗口，从电视、网络两方面全面提升公司动漫

形象知名度。

（3）动漫衍生品的开发运营

本次收购的资产涉及衍生品开发运营的主要包括滁州创意园和天芮经贸。

滁州创意园定位于动漫游乐园、动漫体验园、教育培训基地，作为实体的动漫游戏基地，创意园建设有“一街（中华千年大道）、二城

（动漫城、网游城）、三园（世界文化遗产博览园、龙盘寺佛文化博览园、文创旅游产业园）” 六大主功能区，其中主打的“动漫城” 、“网游

城”将虚拟的动漫形象和游戏人物实体化，打造“线上娱乐+线下体验” 的生态链条，多方位的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创意文化旅游

需求。

天芮经贸主要从事玩具的销售和经营，对动漫玩具的设计、制造、销售和运营有着深刻理解和洞见，特别是在KA渠道积累了众多的经

验。 公司一方面整合了国内一百多家玩具制造厂商的产品生产，并深度介入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提供全面的玩具产品和组合，另一方面与

国际知名KA如沃尔玛、Tesco乐购，国内知名KA如大润发、世纪联华、农工商、华联吉买盛等各大连锁超市建立了长期和稳定的合作伙伴

关系，并在销售渠道、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方面建立了核心竞争优势。

综上，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动漫游戏资产的运营方式如下：

首先，依托大量的原创动漫形象和多平台的运营推广，公司将通过授权经营、自主经营、联合经营等多种方式开发如动漫玩具等衍生

品的生产销售；其次，利用成立的百家动漫联播协作体，将公司巨大的动漫片库转换成广告经营权，在直接产生收益的同时，可以进一步对

动漫衍生品进行宣传；最后，通过线下的滁州创意园将线上的虚拟动漫形象实体化、生活化、具体化，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反哺新动漫形象

的诞生，并根据实际运营效果，将创意旅游的模式进行复制和推广。

3、打造“漫游互动”体系，丰富动漫的价值实现载体

动漫与游戏产业在产品设计、产品推广、产品运营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契合点，动漫形象，游戏场景等可实现互通互补，本公司拟通过打

造“漫游互动”的体系，进一步丰富和拓宽动漫的价值实现载体。

游戏行业经过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国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精品游戏的开发对优质IP的依赖越来越大，宏梦

卡通、美人鱼动漫、东方国龙现掌握的大量原创动漫IP可直接用于游戏的开发；另外，游戏的大范围推广亦有利于继续提升动漫形象的知

名度，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本次收购标的之一宣诚科技具有较强的游戏研发实力，其开发运营的《三国物语》系列、《小小王国》系列等游戏均有较好的市场反

响和知名度；新娱兄弟旗下的著名游戏娱乐平台51wan是中国第一个网页游戏运营平台，公司在游戏运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宣诚科

技、新娱兄弟将与前述动漫原创公司形成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1、2014年7月25日，上市公司刊登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2、2014年11月9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

3、2014年12月7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呈报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尚需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定价

（一）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标的资产分为动漫原创、平台运营、衍生品等三大业务类别，具体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概况如下：

标的类别 交易标的 交易对方 是否关联交易

动漫原创

杭州长城 100%股权

（持 有 美 人 鱼 动 漫

100%股权和滁州创意

园54.26%股权）

长城集团 是

宏梦卡通100%股权

王宏、贺梦凡、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汇益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徐双全

是

东方国龙100%股权 许妍红、张澋源 否

平台运营 新娱兄弟100%股权 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刘阳 是

衍生品

滁州创意园45.74%股

权

诸暨金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富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青苹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赵锐均、劳洪波、徐

斌、孙元兵、潘晓惠、张祖宜、沈怡、赵林中、申西杰、童

超、李战、陈宝林

是

天芮经贸100%股权 洪永刚、刘薇 否

宣诚科技100%股权 宣剑波、浙江青苹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詹晖 是

（二）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系经交易双方根据标的资产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参考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

协商确定的。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9月30日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4年9月30日，各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

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标的 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评估方法 交易价格

杭州长城100%股权 8,512.85 14,100.71 65.64% 资产基础法 14,000.00

宏梦卡通100%股权 1,632.79 5,248.35 221.43% 资产基础法 5,000.00

东方国龙100%股权 177.12 2,077.22 1,072.76% 收益法 2,000.00

新娱兄弟100%股权 391.25 50,352.26 12,769.54% 收益法 50,000.00

滁州创意园45.74%股权 15,690.91 18,534.70 18.12% 资产基础法 18,500.00

天芮经贸100%股权 -34.30 8,158.16 23,883.60% 收益法 8,100.00

宣诚科技100%股权 23.31 4,008.17 17,098.27% 收益法 4,000.00

合计 26,393.94 102,479.57 288.27% - 101,600.00

注：滁州创意园100%股权评估价值为40,521.85万元，45.74%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18,534.70万元；滁州创意园账面价值34,304.58

万元，45.74%股权对应的账面价值为15,690.91万元。

经过交易各方公平谈判，最终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标的资产的基础对价合计为人民币101,600.00万元。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借壳上市

依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计算的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公司

财务数据（合计）

本公司2013年

财务数据

比例

资产总额与交易额孰高 101,600.00 54,851.91 185.23%

营业收入 13,766.09 98,247.42 14.01%

资产净额与交易额孰高 101,600.00 42,217.41 240.66%

由上表可知，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的规定，本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累计向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及关联方购买的资产总额为41,562.71万元，占本公司2013年度的期

末资产总额54,851.91万元的75.77%，不构成借壳上市，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控制权变更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前向长城集团及关联方购买的资产总额 0

本次重组中向长城集团及关联方购买的资产总

额

标的公司 资产总额与交易额孰高

杭州长城 37,562.71

宣诚科技 4,000.00

小计 41,562.71

自控制权变更之日起累计向长城集团及关联方购买的资产合计 41,562.71

上市公司2013年末资产总额 54,851.91

自控制权变更之日起累计向长城集团及关联方购买的资产占公司2013年末资产总额

的比例

75.77%

为从根本上避免长城集团与上市公司在未来产生同业竞争的可能，根据长城集团出具的《说明》，长城集团承诺在未来5年内将浙江

新长城动漫有限公司注销或并入长城动漫。 根据预期合并的原则，新长城动漫现有注册资本2,000万元，尚未对外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

即使将其合并进入长城动漫，亦不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五、本次重大资产收购中部分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中，长城集团（持有杭州长城100%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青苹果网络（持有滁州创意园

4.48%的股权和宣诚科技30.00%股权）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长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赵锐钧（持有滁州创意园1.35%的股权，为滁州创意

园的监事）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赵锐勇的弟弟，申西杰（持有滁州创意园0.13%的股权，为杭州长城的监事）为上市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童超（持有滁州创意园0.18%的股权，为滁州创意园的经理）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副总经理，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滁州创意园10.00%的股权）为公司董事陈国祥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公司，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滁州创意园4.48%的股权）为

公司董事赵林中担任董事长的公司，赵林中（持有滁州创意园0.22%的股权）为公司董事，宣剑波（持有宣诚科技66.85%的股权，为宣诚科

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副总经理，贺梦凡（持有宏梦卡通15%的股权，为宏梦卡通的董事兼总经理）为上市

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新娱兄弟99.90%的股权）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成为公司5%以上股东。 所

以上市公司收购杭州长城100%股权、滁州创意园45.74%股权、宣诚科技100%股权、宏梦卡通100%股权、新娱兄弟100%股权的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除上所述关联方外，其他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所以上市公司收购天芮经贸100%股权、东方国龙100%股权的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长城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赵锐勇、赵非凡父子，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Sichuan�Great�Wall�International�ACG�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0835

证券简称 四川圣达

注册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紫薇东路16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新世纪环球中心E2，2-1-1302、1304、

1306

注册资本 30,537.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000400003805

邮政编码 610041

联系电话 028-85322086

传真 028-85322166

经营范围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进出口业；炼焦；合成材料制造；商品批发与零售；技术推广服务。

二、公司历史沿革

（一）设立情况

公司原名为“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北京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

设立时名称为“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1993年11月18日，经原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3）外经贸资二函第743号《关于设立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

准，以原北京隆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由香港资源集团公司、大隆技术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中信兴业信托投资公司、北京

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北京市国际易货贸易公司、深圳华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并于1993年11月27日经原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审字（1993）250号批准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月19日取

得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号为企股京总字第007317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初始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香港资源集团公司 2,233.50 42.76

2 大隆技术公司 1,898.80 36.35

3 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 446.70 8.55

4 中信兴业信托投资公司 143.25 2.74

5 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143.25 2.74

6 北京市国际易货贸易公司 143.25 2.74

7 深圳华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3.25 2.74

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71.63 1.37

合计 5,223.63 100.00

（二）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并经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企发（1997）286号《关于缩减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本问题的

批复》和原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7）外经贸资二函字第631号《关于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少股本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批

复》批准，公司对各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按账面净资产进行了回购，回购后公司股本总额减少为4,050万股，各股东所占股本总额的比例

不变。

经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科函证字[1997]044号《关于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规模的批复》、原国家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1998）外经贸资二函字第479号《关于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以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8]141号《关于

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和证监发字[1998]142号《关于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方案的批复》

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50万股（其中：内部职工股135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5,400

万股。 1999年6月25日，社会公众股A股1,215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1999年12月27日，内部职工股135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

2002年10月9日，经公司200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实施2002年半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以总股本5,400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1股、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9股，每10股派0.25元（含税）。 分红派息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10,800万股。

经公司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更名为上海隆源双登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迁至上海。 变更后公司注

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1900号27栋208室，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企股沪总字第032608号。

2003年12月28日，新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圣达集团签定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1,833.84万股（占总股本的16.98%）

中的1,080万股（占总股本的10%）股份转让给圣达集团。 2004年2月8日，洋浦吉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圣达集团签定股份转让协议，将

其持有的2,025万股（占总股本的18.75%）股份转让给圣达集团。 至此，圣达集团持有公司3,105万股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经公司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变更为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迁至成都，变更后公司注册地为

成都市高新区紫薇东路16号，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企股川总字第02859号。

2006年4月24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股改方案，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流

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3股的股份，原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的权利，成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07年5月8日，公司实施2006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以总股本10,8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4.5股、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

0.5股、每10股派现金0.5元（含税）。 分红派息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16,200万股。

2008年5月5日，经公司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实施2007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以总股本16,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送4.5股、每10股派0.50元（含税）。 分红派息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23,490万股。

2009年5月6日，经公司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实施2008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以总股本23,49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送3股、每10股派现金0.40元（含税）。 分红派息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30,537万股。

根据2009年8月12日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答复函》

和截至2009年6月30日的股东名册所载明的公司股份结构，公司向四川省商务厅申请缴销《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已经四川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2010年2月9日核准登记，公司由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2014年7月20日，公司大股东圣达集团与长城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36,077,488� 股（占总股本的11.81%）中的

26,077,488股（占总股本的8.54%）股份转让给长城集团，股权转让完成后，长城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014年8月14日，该等股权转

让完成过户手续。 另外，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圣达集团持有的四川圣达计10,000,000�股的股份因圣达集团发行企业债被质

押，待该 10,000,000�股股份解除质押后，长城集团对是否继续受让该 10,000,000�股股份具有选择权。 如最终长城集团继续受让该

10,000,000�股股份，则受让后长城集团将持有四川圣达11.81%的股份。

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公司名称变更为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进出口业；炼焦；合成材料制造；商品批发与零售；技术推广服务。

2014年10月8日，公司换领了变更后的注册号为510000400003805（1-1）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名单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股份性质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8.54% 26,077,488 流通A股

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 3.27% 10,000,000 流通A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泉州<2007-12号>资金信托 1.34% 4,079,300 流通A股

田农 0.84% 2,552,615 流通A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恒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82% 2,504,299 流通A股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稳健人生系列伞型结构化3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0.73% 2,241,000 流通A股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杰凯一期 0.69% 2,108,700 流通A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增强75号 0.62% 1,887,712 流通A股

费占军 0.58% 1,760,000 流通A股

林高 0.47% 1,426,311 流通A股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2014年7月20日， 长城动漫原大股东圣达集团与长城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36,077,488�股 （占总股本的

11.81%）中的26,077,488股（占总股本的8.54%）股份转让给长城集团，同时将剩余10,000,000股委托给长城集团管理。

2014年8月14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过户手续，长城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26,077,488�股股份，受托管理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0,000,000�股公司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36,077,488股股份，合计控制比例为11.81%，长城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赵锐勇、赵非凡父

子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2014年9月30日，长城集团持有公司2,607.75万股，占总股本的8.54%，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赵锐勇、赵非凡父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系

（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文一西路778号2幢3020号

法定代表人：赵锐勇

注册资本：5,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53316

税务登记证号：浙税联字33010056331676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2日

经营范围：文化创意策划、实业投资。

长城集团为控股型公司，最近三年未从事具体业务。

2、历史沿革

（1）长城集团的设立

长城集团成立于2010年10月12日，成立时的公司名称为“浙江新长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赵锐

勇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赵非凡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 成立时的公司章程规定，赵锐勇首期出资400万元，赵非

凡首期出资200万元，其余出资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足。上述首期600万元出资已经杭州金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

9日出具的“杭金瑞会验字（2010）第143号”《验资报告》确认。

公司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锐勇 2,000 66.67

2 赵非凡 1,000 33.33

合计 3,000 100.00

（2）缴纳第二期注册资本

2010年10月18日，长城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实收资本1,200万元，其中赵锐勇以货币方式实际缴纳出资800万元，赵非凡以货币

方式实际缴纳出资400万元。 杭州金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0年10月21日出具的“杭金瑞会验字（2010）第154号”《验资报告》对

该第二期实收资本缴纳进行了确认。

（3）缴纳第三期注册资本

2011年5月9日，长城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赵锐勇以货币方式缴纳剩余出资800万元，赵非凡以货币方式缴纳剩余出资400万元。杭州

金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1年5月9日出具的“杭金瑞会验字（2011）第072号”《验资报告》对此进行了审验确认。

（4）第一次增资

2011年5月23日，长城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其中股东赵锐勇以货币方式增资1,333.4万

元，股东赵非凡以货币方式增资666.6万元。本次增资经杭州金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25日出具的“杭金瑞会验字（2011）

第086号”《验资报告》确认。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集团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锐勇 3,333.40 66.67

2 赵非凡 1,666.60 33.33

合计 5,000.00 100.00

（5）公司更名

2011年12月8日，长城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新长城文化创意集团有限公司” 。

2013年7月11日，公司名称再次变更，更名后的公司名称为“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3、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集团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09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93,952.55 112,746.23

总负债 144,624.97 33,507.82

所有者权益 149,327.58 79,238.41

项目 2014年1-9月 2013年

营业收入 29,946.21 44,094.89

营业利润 3,627.14 16,700.41

净利润 10,�511.22 14,980.90

4、下属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重组报告书签署日，长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如上图，截至本重组报告书签署日，除控制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拟收购的公司（杭州长城及其控股子公司）外，控股股

东长城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长城影视及其控股子公司（东阳长城、新长城影业、长城发行、上海胜盟、浙江光线、长城新媒体）、诸暨长

城影视、新长城动漫、石家庄梦世界、青苹果网络等11家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长城影视

公司名称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9年01月15日

注册资本 525,429,878元

实收资本 525,429,878元

住所 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新镇128号

法定代表人 赵锐勇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000016849

主营业务 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

股权结构

长城集团持有34.40%股权

其他公众股东持有65.60%股权

2、东阳长城

公司名称 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年05月08日

注册资本 15,481.80万元

实收资本 15,481.80万元

住所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C6-006-A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主营业务 广播剧、电视剧的制作、复制、发行

股权结构 长城影视持有100.00%�股权

3、新长城影业

公司名称 浙江新长城影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08月06日

注册资本 1,280�万元

实收资本 1,280�万元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683号2号楼103室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主营业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股权结构 东阳长城持有100.00%股权

4、上海胜盟

公司名称 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2月1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嘉定区华亭镇浏翔公路6899号2号楼313室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主营业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股权结构 东阳长城持有100.00%股权

5、长城新媒体

公司名称 诸暨长城新媒体影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6月07日

注册资本 7,500�万元

实收资本 7,500�万元

住所 诸暨市浣东街道十里牌（浙江华豹家私制造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主营业务 广播剧、电视剧的制作、复制、发行

股权结构

东阳长城持有67.61%股权

其他股东合计持有32.39%

6、浙江光线

公司名称 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02月23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435号701室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主营业务 影视策划、文化活动组织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礼仪服务、会展服务等

股权结构

东阳长城持有80.00%股权

其他股东持有20.00%股权

7、长城发行

公司名称 诸暨长城影视发行制作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3月5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住所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村影视城内

法定代表人 马笑涛

主营业务 广播剧、电视剧、综艺专题的制作、复制、发行

股权结构 东阳长城 持有100%股权

8、青苹果网络

公司名称 浙江青苹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1�月 9�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住所 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号 1�号 101�室

法定代表人 赵锐勇

主营业务

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开发，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股权结构

长城集团持有 80%股权

其他股东合计持有20%股权

9、诸暨长城影视

公司名称 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1月14日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万元

住所 诸暨市浣东街道城东村影视城内

法定代表人 赵锐勇

主营业务

影视基地、影视主题建设经营管理；文化活动组织策划；电子商务服务；旅游用品和工艺美

术品批发、零售

股权结构

长城集团持有51%股权

其他股东合计持有49%股权

10、石家庄梦世界

公司名称 石家庄新长城国际影视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 2�月 1�日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万元

住所 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镇中山西路 983�号（上庄镇政府办公楼 311、312�房间）

法定代表人 赵锐勇

主营业务

影视基地、教育培训基地和影视主题建设经营管理；文化活动组织策划；旅游用品和工艺美

术品批发、零售

股权结构 长城集团持有 100%股权

11、新长城动漫

公司名称 浙江新长城动漫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5月7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万元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683号西溪创意产业园9号楼102室

法定代表人 赵锐勇

主营业务 动画设计，软件设计及技术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

股权结构 长城集团持有100%股权

（三）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重组报告书签署日，赵锐勇先生持有长城集团66.67%股份，赵非凡先生持有长城集团33.33%股份，其中赵锐勇和赵非凡系父

子关系，故赵锐勇、赵非凡父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赵锐勇，男，1954�年出生，中国国籍，国家一级作家。曾任诸暨电视台台长，《东海》杂志社社长、总编，《少儿故事报》报社社长、总编，

浙江影视创作所所长。现为中国电视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电视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现任长城集

团执行董事，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青苹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滁州长城国际动漫旅游创意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家庄新长城国际影视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新长城动漫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

长城动漫游戏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长城动漫董事长。

赵非凡，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 曾任浙江长城影视有限公司电视剧制片人，长城影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现任浙江青苹果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董事，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重组报告书签署之日，除长城集团外，长城动漫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北京天马、长城纪实、长城基金和新长城基金4

家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北京天马

实际控制人之一赵非凡持有北京天马50%股权。

公司名称 北京天马颐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 5�月 2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5�号时代之光名苑 1�号楼 1602�室

法定代表人 谌吉清

主营业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投资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

股权结构

赵非凡持股 50%

其他股东持股 50%

2、长城纪实

公司名称 浙江长城纪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4�月 27�日

注册资本 62�万元

实收资本 62�万元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683�号西溪创意产业园 1�号楼 107�室

法定代表人 赵光模

主营业务 文化交流

股权结构

北京天马持股48.39%

其他股东合计持股51.61%

3、长城基金

公司名称 杭州长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4年7月3日

认缴出资额 30,000万元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500号2幢93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长城集团

主营业务 非证券业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认缴出资情况

赵锐勇认缴90%的出资额

长城集团认缴10%的出资额

4、新长城基金

公司名称 滁州新长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4年11月14日

认缴出资额 20,000万元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技术学院新校区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长城集团

主营业务 非证券业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认缴出资情况

赵锐勇认缴90%的出资额

长城集团认缴10%的出资额

五、主营业务概况

目前，公司主要通过下属子公司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从事原煤采选、焦炭及其系列产品、石灰生产线对外租赁等经营业务。 近两年

来，焦化行业整体经营业绩不理想，根源在于焦化行业自身的产能严重过剩。 在原材料主焦煤价格坚挺导致的成本压力、焦化行业下游需

求不旺的背景下，独立焦化行业在近两年难以摆脱经营困境，出现大面积亏损。

最近3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构成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炼焦行业 96,480.48 100.00% 108,778.38 98.34% 134,287.19 100.00%

煤炭行业 - - 1,832.41 1.66% - 100.00%

合计 96,480.48 100.00% 110,610.79 100.00% 134,287.19 100.00%

由于公司现经营的焦化业务属于夕阳行业，不具有较好的盈利前景和发展空间，为最大限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拟通过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进军动漫娱乐及创意文化领域，打造除焦化业务外新的盈利增长点。

六、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9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流动资产 37,322.08 40,403.43 46,972.96 46,844.86

资产合计 47,529.26 54,851.91 65,023.95 67,300.09

流动负债 4,995.62 12,579.50 22,456.08 22,074.08

负债合计 5,020.62 12,634.50 22,511.08 22,129.0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508.64 42,217.41 42,512.87 45,171.00

（二）合并利润表简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9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31,940.31 98,247.42 112,814.38 136,403.14

营业利润 1,966.27 1,161.19 -2,492.82 1,861.05

利润总额 1,916.26 1,224.97 -2,569.35 1,686.78

净利润 1,774.78 594.63 -3,478.72 344.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773.92 590.11 -3,474.57 342.2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9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9.51 -7,359.92 6,003.02 -3,840.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3.94 2,244.42 -557.83 -1,000.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8.57 -4,189.25 -660.94 -609.34

七、最近三年主要资产重组情况

1、淘汰攀枝花焦化落后产能

根据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3年6月下发的《关于印发<攀枝花市2013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公司子公

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焦化"）被列入了《攀枝花市2013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企业名单》，通知要求攀枝花焦化

在2013年9月30日前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即关闭WKD-28型炭化室高度2.8米焦炉2座（86孔）及化产系统（焦炭产能40万吨）。

①2013年9月30日，公司关闭了攀枝花焦化落后工艺设备，即关闭WKD-28型炭化室高度2.8米焦炉2座（86孔）及化产系统（焦炭产

能40万吨，该主焦炉及其化产系统于2001年建成并投入下运行）。

②2013年11月13日，攀枝花焦化与四川鑫三力建筑拆除有限公司签署了《焦化厂生产设备买卖合同》，就攀枝花焦化生产设备处置

一事达成一致，协议销售总价为700万元，合同签署后至2014年5月31日内四川鑫三力建筑拆除有限公司完成设备拆除和运输。

③积极稳妥安置员工，员工补偿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现已基本完成生产人员及相关后勤人员的解聘、补偿工作。

④攀枝花焦化与公司另一子公司圣达焦化签署了《工矿产品订购合同》（合同价参照账面价值），继续推进库存钢材、电器及其他备

品备件的销售工作。

2、出售圣达工贸100%股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将控股子公司四川圣达焦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焦化” ）全资持有的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工贸” ）100%股权以货币资金的形式转

让给华坪县利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圣达焦化不再持有圣达工贸股权。 根据股权转让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

《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承担协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7,000万元。

公司对拟出售的圣达工贸100%股权进行了审计、评估。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13】

6022号“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为圣达工贸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4,335.18万元，评估值为6,319.34万元，评估增值1,984.16万元，增值率45.77%。 本次资产出售标的主要资产为矿业

权，业经圣达焦化聘请的中介机构评估并出具相关评估报告。 经四川立诚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川立评字【2013】306号“云

南省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石板箐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所载评估结果为：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和

对当地市场的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值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

石板箐煤矿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 7.7年， 采矿权价值为人民币 2,572.81万元。 根据 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

XYZH/2013CDA6043号《审计报告》，圣达工贸截至2013年11月30日的股东权益为4,072.03万元。

圣达工贸成立于2005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华坪县兴泉镇兴泉村十五组，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销售；煤

炭零售经营；民用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矿山矿山机电设备销售。

华坪县利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16日，注册资本300万元，注册地址为华坪县石龙坝乡德茂村六组，经营范围：：煤炭

洗选、销售；煤炭零售；非金属矿及其制品购销；建筑材料、电气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矿山机械、汽车零配件购销。

针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出售资产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并投票通过。

2014年2月，上述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完毕并办理完成了工商过户登记。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标的资产分为动漫原创、平台运营、衍生品等三大业务类别，具体交易对方概况如下：

标的类别 交易标的 交易对方

动漫原创

杭州长城100%股权（持有美人鱼动

漫100%股权和滁州创意园54.26%股

权）

长城集团

宏梦卡通100%股权

王宏、贺梦凡、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汇益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徐双全

东方国龙100%股权 许妍红、张澋源

平台运营 新娱兄弟100%股权 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刘阳

衍生品

滁州创意园45.74%股权

诸暨金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青

苹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赵锐均、劳洪波、徐斌、孙元兵、潘晓

惠、张祖宜、沈怡、赵林中、申西杰、童超、李战、陈宝林

天芮经贸100%股权 洪永刚、刘薇

宣诚科技100%股权 宣剑波、浙江青苹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詹晖

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杭州长城100%股权的交易对方

本公司购买杭州长城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长城集团。

长城集团基本情况，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图等见本报告书“第二节”之“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部分。

（二）宏梦卡通100%股权的交易对方

1、王宏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1051953XXXXXXXX

住址 长沙市开福区金鹰小区22栋605室

通讯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金鹰小区22栋605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今，王宏先生在宏梦卡通任董事长，在湖南宏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无

2、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103室

法定代表人：许广跃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46526

税务登记证号：33010677190359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2月5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服务：物业服务、受托企业资产管理、企业兼并、重组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工程项目技术咨询、

代建、市场营销策划咨询、承办展览活动、房屋租赁；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办公自动化设备、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化学品）。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2）历史沿革

2005年2月5日，冯晶、钱勇强、许广跃共同投资设立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前身），设立时浙江郡原

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冯晶 300.00 15.00%

2 钱勇强 300.00 15.00%

3 许广跃 1,400.00 70.00%

合计 2,000.00 100.00%

2006年3月21日，冯晶、钱勇强、许广跃共同对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冯晶 750.00 15.00%

2 钱勇强 750.00 15.00%

3 许广跃 3,500.00 70.00%

合计 5,000.00 100.00%

2006年11月24日，钱勇强将其所持有的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许广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的股

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冯晶 750.00 15.00%

3 许广跃 4,250.00 85.00%

合计 5,000.00 100.00%

2011年10月26日，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由原浙江郡原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8日，冯晶将其所持有的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徐茵，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徐茵 750.00 15.00%

2 许广跃 4,250.00 85.00%

合计 5,0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郡原控股有限公司上述信息未发生变更。

（3）产权控制关系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近三年来，以股权投资为主，未具体经营业务。

（5）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3,309.96 31,729.05 32,102.95

总负债 8,008.42 8,915.94 9,072.06

所有者权益 25,301.54 22,813.11 23,030.90

项目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营业收入 160.36 201.05 -

营业利润 3,215.67 -267.77 -2,701.85

净利润 2,488.43 -217.79 -1,337.1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浙江之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6）下属主要子公司情况

无。

3、湖南汇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汇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五一西路189号

法定代表人：谭兆红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000000074090

税务登记证号：43010377675165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6月9日

经营范围：数码产品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网络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房屋租赁。 （涉及许可审

批的经营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2）历史沿革

2006年4月29日，谭兆红、陶英、李海鹰共同出资设立了湖南汇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 湖南汇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谭兆红 320.00 40.00%

2 陶英 320.00 40.00%

3 李海鹰 160.00 20.00%

合计 8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湖南汇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上述信息未发生变更。

（3）产权控制关系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

近三年来，公司主要经营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

（5）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568.88 5,543.57 5,545.13

总负债 5,025.22 4,977.18 4,962.04

所有者权益 543.65 566.39 583.10

项目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营业收入 - 0.02 0.20

营业利润 -22.74 -16.70 -12.88

净利润 -27.24 -16.70 -12.8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下属主要子公司情况

无。

4、贺梦凡

（1）基本情况

姓名 贺梦凡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1051950XXXXXXXX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宝路40号1栋50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宝路40号1栋50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贺梦凡先生最近三年的任职包括：湖南蓝猫动漫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宏梦卡通总经理、西安曲江宏梦卡通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宏梦（上海）卡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宏梦数码（湖南）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9月至今，任长城动漫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无

5、徐双全

（1）基本情况

姓名 徐双全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041971XXXXXXXX

住址 杭州市江干区三堡公寓25栋7号

通讯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三堡公寓25栋7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今，徐双全先生为自由职业者。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无

（三）东方国龙100%股权的交易对方

1、许妍红

（1）基本情况

姓名 许妍红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81964XXXXXXXX

住址 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高新后勤服务中心3号楼1012

通讯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中恒世纪科技园1号楼40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今，许妍红女士在东方国龙任董事长、总策划、总制片、总监制职务，持有东方国龙84.21%股权；2013年7月至今，在杭州

菠罗蜜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职务。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东方国龙84.21%股权外，许妍红女士无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

2、张澋源

（1）基本情况

姓名 张澋源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011943XXXXXXXX

住址 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高新后勤服务中心3号楼1211

通讯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中恒世纪科技园1号楼40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今，张澋源先生在东方国龙任总经理职务，持有东方国龙15.79%股权；2013年7月至今，在杭州菠罗蜜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职务。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无。

（四）新娱兄弟100%股权的交易对方

1、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知业道13号105室-41（集中办公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120222000287958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4年10月30日

经营范围：以自由资金对工业、商业进行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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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控制关系及合伙人情况

天津一诺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为李嘉嘉， 其余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 李嘉嘉， 女，1978年9月生，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78XXXXXXXX，国际特许公认会计师，现任新娱兄弟副总裁。

合伙人详细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万）

1 李嘉嘉 货币 1,000.00 10.00% 200.00

2 刘阳 货币 9,000.00 90.00% 1,8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2,000.00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

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4）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2014年10月设立，尚无完整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

（5）下属主要子公司情况

天津一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除持有新娱兄弟99.90%的股权外，不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

2、刘阳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01131977XXXXXXXX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缘东里2号楼1209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甲50-1卷石天地A座9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今，刘阳女士在新娱兄弟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持有新娱兄弟0.10%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刘阳女士持有北京博创新人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该公司的注销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滁州创意园45.74%股权的交易对方

1、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95号祥生新世纪广场祥生商贸综合楼十五层

法定代表人：陈国祥

注册资本： 11,0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681000068819

税务登记证号：33068114629116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7月7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国内贸易；房地产中介服务；酒店管理；仓储租赁。

（2）历史沿革

1995年7月7日，诸暨市祥生实业开发总公司、诸暨市祥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诸暨市电脑绣花厂共同投资设立了浙江祥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诸暨市祥生实业开发总公司 5,117.00 93.63%

2 诸暨市祥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8.00 5.09%

3 诸暨市电脑绣花厂 70.00 1.28%

合计 5,465.00 100.00%

1998年4月30日，浙江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变更为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9年9月6日，经改制和增资，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诸暨市祥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64.68 37.88%

2 诸暨市祥生实业开发总公司 6,930.17 62.12%

合计 10,994.85 100.00%

2002年11月11日，经股权转让和增资，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朱国玲 3,033.45 27.58%

2 陈弘倪 3,416.02 31.05%

3 陈国祥 4,550.53 41.37%

合计 11,0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信息未发生变更。

（3）产权控制关系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

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集房地产开发、酒店旅游、商业贸易、建筑安装、创业投资及能源投资六大事业板块于一体的无区域企业集

团，其中房地产开发业务是祥生集团的核心产业，截至2013年底，累计房地产开发总面积已超过800万平方米，土地储备达516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集团下属项目遍布上海等11省市20余城市。

（5）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481,223.84 1,210,608.56 1,116,056.07

总负债 1,451,522.59 1,160,732.87 1,085,539.96

所有者权益 29,701.25 49,875.70 30,516.11

项目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营业收入 279,869.50 289,715.71 218,676.93

营业利润 -34,693.44 11,099.52 -367.83

净利润 -38,094.63 4,720.63 -2,459.67

（6）下属主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主要下属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业务性质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房地产开发 浙江祥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000.00 90.00%

2 建筑业 浙江祥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3 投资管理 浙江弘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500.00 85.00%

4 物业管理 浙江祥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90.00%

5 酒店旅游 舟山市普陀山祥生大酒店有限公司 22,080.00 94.23%

6 酒店旅游 诸暨祥生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7 物业管理 诸暨市祥生新世纪综合市场有限公司 1,200.00 79.17%

8 酒店旅游 普陀山祥生旅行社有限公司 50.00 100.00%

9 其它 诸暨市祥生物资有限公司 2,000.00 88.00%

2、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禾兴路口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注册资本： 625,885.78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04201

税务登记证号：330401142941287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1993年2月23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批发、零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石化、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竹材、家俱、

黄金饰品、珠宝玉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机电设备、煤炭。 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文）。 投资管理

与信息咨询、服务。 国内广告及设计制作发布。 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及软件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 房地产中介服务。

（2）历史沿革

①成立及发行上市情况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系浙江嘉兴惠肯股份有限公司，是于1992年8月经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浙股[1992]20号及

浙股募[1992]8号文批准，由嘉兴商业大厦、嘉兴市信托投资公司、嘉兴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4家单

位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总股本为500.1599万股，面值10元。

1994年2月，经浙江嘉兴惠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将股票面值由每股10月拆细为每股1月；同年5月，经浙江省体

改委浙经体改[1994]77号文批准，浙江嘉兴惠肯股份有限公司按每10股送0.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送红股。 拆细分红后，总股本增至5,

251.6790万股。

1996年9月，经嘉兴市人民政府嘉政发[1996]145号文批准，由嘉兴市国资委授权嘉兴市商业控股（集团）公司经营管理原嘉兴市商业

系统国有资产，浙江嘉兴惠肯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家股由嘉兴市商业控股（集团）公司持有。

1996年12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浙证委[1996]60号文批准，浙江嘉兴惠肯股份有限公司按1:1的比例进行配股，配股认购

的不足部分1,600万股由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以实物资产认购。 由于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并入戴梦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其持有的1,600

万股已由戴梦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继。 配股完成后，浙江嘉兴惠肯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增值10,503.36万股，名称变更为“浙江中宝戴

梦得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1997年，企业名称变更为“中宝戴梦得股份有限公司” 。

1997年11月，经地矿部地函[1998]73号文和浙江省政府浙政发[1998]32号文批准，以原“中宝戴梦得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存续主体，

采用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了中宝翡翠有限公司和浙江美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合并后，总股本增值14,403.36万股。

1999年6月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1999]57号文批准，中宝戴梦得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850万

股，向证券投资基金配售65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5.00元。同时，中宝戴梦得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省证券登记中心对2,100

万股内部职工股进行集中托管，并经浙政委[1998]128号文予以确认。 1999年6月2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1999]第37号文批准，

5,850万股社会公众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戴梦得” ，股票代码“600208” 。 向证券投资基金配售的650万股股票自社

会公众股上市流通之日起2个月后上市流通。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4,403.36万股增加到20,903.36万股。 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流通股份 14,403.36 68.90%

其中：国家股 1,433.98 6.86%

国有法人股 2,300.00 11.00%

社会法人股 8,569.38 41.00%

内部职工股 2,100.00 10.04%

二、可流通股份 6,500.00 31.10%

其中：社会公众股 5,850.00 27.99%

向基金配售 650.00 3.11%

三、总股本 20,903.36 100.00%

②上市后股本和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中宝戴梦得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6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时，总股本为20,903.36万股。 上市以来，中宝戴梦得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A．2002年内部职工股解禁

2002年7月10日，至新湖中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日已期满三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新

湖中宝的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 内部职工股上市后，新湖中宝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流通股份 12,303.36 58.86%

其中：国家股 1,433.98 6.86%

国有法人股 2,300.00 11.00%

社会法人股 8,569.38 41.00%

二、可流通股份 8,600.00 41.14%

其中：社会公众股 8,600.00 41.14%

三、总股本 20,903.36 100.00%

B．2002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2年7月，新湖中宝实施了200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01年年末总股本209,033,5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并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实施后，新湖中宝总股本增加到25,084.03万股。

C．2003年部分股权性质变更

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于2001年2月经有关部门批准改制后，名称变更为中国圣出瑞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3年6月26日，经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3]45号文批准，中国圣出瑞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新湖中宝2,760万股股份的股权性质变

更为社会法人股。 变更完成后，新湖中宝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流通股份 14,764.03 58.86%

其中：国家股 1,720.77 6.86%

国有法人股 0 0%

社会法人股 13,043.26 52.00%

二、可流通股份 10,320.00 41.14%

其中：社会公众股 10,320.00 41.14%

三、总股本 25,084.03 100.00%

D．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1月23日，新湖中宝召开了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湖中宝的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即：以新湖中宝现有流通股本103,200,000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2006年2月10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转增股本，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6股的转增股份，合计61,920,000股，非流通股股东以此换取所持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流通

股股东所获股份于2006年2月14日上市流通。 实施后，新湖中宝总股本增加到31,276.03万股，股本结构如下：

(下转A35版)

(上接A3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