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巨头纷纷整合

国内酒店业进入寡头竞争时代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蒋洁琼

继锦江股份并购铂涛集团，首旅酒店日前宣布并购如家酒店。 分析人士指出，国内酒店业排

名前六的巨头之间纷纷“合纵连横” ，国内酒店业大有进入寡头竞争时代之势。 而且，携程与去哪儿

等旅游电商也纷纷宣布合并，酒店业巨头与互联网巨头在旅游市场上的话语权争夺更加激烈，线下

与线上的竞合将进入新的阶段。 不难看出，国内酒店业国资、民资、外资“三足鼎立”的平衡已经被彻

底打破，“三军融合”将成为新主题，国内酒店业正迎来变局的一年。

巨头并购整合潮起

12月7日晚，首旅酒店公告称，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直接及间接持有

如家酒店集团100%股权，交易金额合计约110.5亿元。 同时，公司还将募集不超过38.74亿元配套资

金。 交易完成后，首旅酒店不但将如家旗下的如家酒店、莫泰酒店、云上四季、和颐酒店和如家精选酒

店五大品牌收入囊中，客房数量也将跃升至35.2万间，成为国内第二大酒店集团。

此前，锦江股份已经捷足先登。9月18日下午，锦江国际与铂涛集团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锦江

国际旗下上市公司锦江股份同时公布《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根据协议，锦江股份将作为

投资主体，战略投资铂涛集团取得其81%股权，交易额达82.69亿元。 交易达成后，锦江股份将一跃成

为国内第一、全球前五的酒店业集团。

2014年，如家酒店集团、锦江国际酒店集团、华住酒店集团、铂涛酒店集团、格林豪泰酒店集团和

首旅集团，分列国内酒店集团排名前六位。 如家、锦江、铂涛、首旅四大巨头之间的纷纷合并，意味着

国内酒店集团在经过多年的扩张之后，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国内酒店业的寡头竞争时代正式来临。

在出境游迅速升温、跨境并购潮起、国际酒店业加速整合的背景下，国内酒店业巨头在国际酒店

并购市场上也是屡屡出击。 与以往国内酒店集团在国际酒店并购市场上的零星出击不同，今年以来

国内酒店集团在国际酒店并购市场屡屡上演大手笔， 显示出借助国际酒店市场迅速做大做强的决

心。

今年年初，锦江股份便斥资13亿欧元拿下法国卢浮集团100%股权。 资料显示，卢浮集团是欧洲

第二大酒店集团，在40多个国家拥有1100多家酒店，客房总数超过9万间。 此次并购既顺应了国内出

境游市场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也是锦江股份向打造“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酒店

集团”的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

今年10月底，《华尔街日报》还曝出，锦江国际、海航集团和中投公司拟竞购喜达屋酒店及度假

酒店国际集团。 当时喜达屋的市值高达120亿美元，该收购一旦达成，将创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

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交易案。 特别是对于锦江国际而言，一旦牵手喜达屋，锦江国际将再升一档，拥

有约70万间客房，并迈入全球最大的酒店运营商之列，将与希尔顿酒店集团、万豪国际集团、洲际酒

店集团平起平坐。 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喜达屋或落入万豪囊中，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企

业在国际酒店并购市场上的魄力与决心。

颠覆酒店业格局

“2015年会有更多的合资、参股、联盟、购并、合作。 中国酒店行业一直说‘三分天下’ ：一是以锦

江为代表的国资，他们占据了最好最牛的房子；二是外资，像雅高、洲际、万豪；三是我们，也就是民

资。 随着大手笔并购的出现，平衡开始打破，行业格局将发生变动。 ” 在2014年12月19日的世界华住

大会上，华住酒店集团董事长季琦作了如是预言。

这一预言随着锦江股份收购铂涛集团以及首旅酒店收购如家酒店已经成为现实，外资、国资、民

资“三分天下”的国内酒店业格局得以彻底改观。 唯一“落单” 的华住则略显落寞，其所代表的民营

酒店阵营被进一步压缩。 这让季琦不免心底泛酸，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表示，“未来如家

进入首旅，七天进入锦江之星，我衷心祝福他们婚姻幸福美满。 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也许

他们能开创民营企业和国企合作的新篇章。 ”

“三分天下”的平衡被打破，“三军融合”成为中国酒店业新的篇章。“我觉得无论是民资还是国

资，最终目的都是要为员工、为股东、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两者融合到一块也有利于把活力进一

步激发出来。我们和铂涛集团的融合，与我们收购卢浮集团是不一样的，前者保留了原股东何伯权以

及郑南雁合计持有的19%的股权，后者则是100%收购。 我们也与何伯权、郑南雁签订了股东协议。 这

些都有利于双方在未来的融合。 ”锦江股份收购铂涛集团之初，公司首席执行官卢正刚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融合之外还有联合。 面对外资在品牌方面的强势，无论是国资还是民资，均纷纷采取了与之联合

的方式，锦江与喜达屋、铂涛与希尔顿、华住与雅高近年来纷纷“联姻” 。

以华住为例， 其在2014年年底宣布与欧洲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法国雅高酒店集团达成战略合

作，华住将成为雅高旗下中低端酒店品牌在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的独家总加盟商，同时将持有雅高

高端品牌索菲特、铂尔曼等在华业务10%的股份，雅高也将持有华住酒店集团10%的股份。在国内，华

住宣布推出统一标识“H�World” ，计划联合国内3000家三、四星级优选酒店和1000家高品质精选酒

店，与旗下6000家直营和特许店一同建立覆盖超过10000家酒店的“万店联盟” ，打造中国酒店业大

圈层。

实际上，2015年，“酒店联盟” 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7月6日，城市名人、华天、开元、纽宾凯、曙光、

粤海六大酒店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六方宣布成立酒店联盟体，在会员共享与联合订房两

个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11月17日，绿地、海航、亚朵和中兴泰和四大国内酒店集团在北京成立“中国

未来酒店联盟” ，坐拥300家中高端酒店，客房总数逾80000间，会员总数超200万，全面覆盖国内主要

商务及旅行目的地。

线上线下竞合加剧

国内酒店业巨头之间的整合，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内酒店业格局，整个餐饮旅游行业的格局也将

由此改写。

2015年，酒店巨头与以OTA为代表的旅游电商们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顶点。 4月28日上午，华住

突然下发通知称，因去哪儿、艺龙、携程三家合作中介无视双方合作约定，严重破坏华住价格体系，因

此决定在2015年4月28日10:00开始全面断开与此三家中介的合作业务。 而伴随着酒店巨头之间的

并购与整合，其对OTA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加大。

锦江股份副总裁俞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携程给我们的价格，与给铂涛的价格

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后肯定是高的价格往低的价格走。 而且，不光是我们受益，我们的加盟商也会受

益。 再比如说卢浮集团，我们跟雅高在Booking（一家全球领先的酒店预订网站）上的佣金也是不一

样的，现在我们带着这么多酒店和品牌再去跟它谈的话，它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格。我们初

步测算了一下，这一块每年能有上千万欧元，这还不包括采购。 所以，规模化效应带来的议价能力以

及产生的收益，有足够的空间去想象。 ”

在国内酒店业巨头通过合并加强对OTA话语权的同时，OTA巨头之间也在寻求合并以争夺对

线下酒店巨头的话语权。 10月26日晚，携程宣布与百度达成一项股权置换交易。 交易完成后，百度拥

有的携程普通股可代表约25%的携程总投票权，携程将拥有约45%的去哪儿总投票权。

随着酒店业巨头、OTA巨头的纷纷合并，未来线上与线下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根据环球旅讯提

供的数据，2015年，OTA作为酒店行业的分销渠道占比高达39%， 而酒店直销仅占17%的市场份额；

预计到2017年OTA在酒店的渠道分销上的占比将高达52%，酒店直销渠道也将上升到24%。

同时，酒店业巨头与OTA巨头之间的相互渗透也在加快。 6月1日上午，景域集团董事长、驴妈妈

创始人洪清华在给员工的内部邮件中透露，驴妈妈已获得锦江国际集团5亿元战略投资。锦江资本的

注入将助力景域集团打造成中国最大的旅游O2O一站式产业链集团。 “未来酒店业与OTA一定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线上和线下我们都在做，无论是在锦江国际集团的层面，还是在锦江

都城的层面。 相反，如果只做终端的酒店，其他的不去做，那么跟市场肯定是脱节的。 ”俞萌表示。

两收购案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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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旅游行业并购大事记

◇1月15日，锦江股份公告，公司拟在卢森堡

设立全资子公司卢森堡海路投资，向

SDL

购买卢

浮集团

100%

股权，交易成交总价约

126

亿人民币。

卢浮酒店集团旗下拥有七大国际知名酒店品牌，

共计

1115

家酒店，其中，在法国有

820

家酒店，占

比达

73.54%

。

◇3月12日，西安旅游公告，公司拟收购西安

双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西

安户县草堂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

奥莱公

司

)51%

股权，交易对价为

2523.46

万元。 西安奥特

莱斯购物广场是商业

+

地产

+

旅游的复合型项目，

收购其股权将有效延伸西安旅游产业链、 丰富产

品结构。

◇3月18日，宋城演艺公告，公司拟作价

26

亿

元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六间房

100%

股

权。六间房主打在线演艺直播，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互联网演艺平台。

◇3月21日，华侨城

A

公告，公司拟以

6.88

元

/

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

11.63

亿股募资

80

亿元，部分

募资将用于收购华侨城集团持有的武汉华侨城

15.15%

股权、上海华侨城

9.87%

股权、酒店管理公

司

38.78%

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100%

控股武

汉华侨城、上海华侨城、酒店管理公司。

◇4月8日，宋城演艺公告，公司拟出资

8700

万元以股权受让及现金增资的方式获得九寨沟

县容中尔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 并与

其及其股东签订战略投资协议。 大型藏族原生态

歌舞乐《藏谜》是容中尔甲的扛鼎之作，此次战略

投资后，公司将拥有九寨沟最具竞争力的两台文

化演艺产品。

◇4月18日，凯撒旅游公告，公司拟定向增发

募资

24

亿元用于购买海航旅游、 凯撒世嘉所持有

的凯撒同盛

100%

的股权。公司将在保留原航空食

品及铁路配餐业务的同时，利用凯撒同盛平台，大

力发展出境游业务。

◇5月19日，众信旅游公告，公司拟非公开发

行约

5313

万股股份，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

元， 募集资金投向之一为通过收购和增资的方式

取得北京周游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的股

权，收购价款和增资款合计约为

7488

万元。周游天

下主营境内旅游、境外旅游、机票代理等业务，发

展重点为以德国为主的出境游业务。

◇6月30日， 三特索道公告， 公司拟作价

24.82

亿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枫

彩生态

100%

股权。枫彩生态是一家集彩色苗木培

育、种植、销售、新品种开发以及四季彩色生态观

光园建设和运营为一体的高科技农业企业， 能够

对接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等高附加值服务。

◇7月15日，首旅酒店公告，公司拟以

3.01

元

/

股的价格作价

2

亿元增资宁波南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增资前，首旅酒店持有南苑股份

9016

万股，持股比例为

70%

；增资后，公司持股

比例为

80.2%

。

◇7月20日，宋城演艺公告，公司宣布拟以现

金

1.39

亿元收购深大智能

20%

股权。 深大智能是

国内领先的智慧旅游

O2O

平台，接入其“智游宝”

（原“票务宝”）平台的景区已达

1800

多家，其中

5A

级景区有

100

多家，

4A

级景区有

1200

多家。

◇9月12日，丽江旅游公告，公司拟作价

1960

万元购买雪山开发公司所持丽江龙悦餐饮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16.07%

股权。 龙悦公司目前主要经营

业务为通过全资子公司丽江灏泊雪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实施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9月19日，锦江股份公告，公司拟以支付现

金的方式收购

Keystone

公司

81.0034%

的股权，参

考交易对价

82.69

亿元。

Keystone

公司主要通过控

股子公司铂涛集团旗下的各个子公司经营高、中、

低档系列品牌酒店。

◇10月10日，华天酒店公告，公司拟定增募

资

3.5

亿元对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酒店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 用于张家界华天城酒店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增资完成后，张家界华天酒店注

册资本将达到

4.3

亿元，公司占股

94.42%

。

◇12月8日，首旅酒店公告，公司拟通过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直接及间接持有如

家酒店集团

100%

股权， 交易金额合计约

110.5

亿

元。本次收购完成后，首旅酒店集团将成为国内

第二大酒店集团，在国内

300

余城市运营

3000

余

家酒店。 （蒋洁琼）

颠覆酒店业格局

“2015年会有更多的合资、参股、联盟、购

并、合作。 中国酒店行业一直说‘三分天下’ ：

一是以锦江为代表的国资，他们占据了最好最

牛的房子；二是外资，像雅高、洲际、万豪；三是

我们，也就是民资。随着大手笔并购的出现，平

衡开始打破，行业格局将发生变动。 ” 在2014

年12月19日的世界华住大会上， 华住酒店集

团董事长季琦作了如是预言。

这一预言随着锦江股份收购铂涛集团以

及首旅酒店收购如家酒店已经成为现实，外

资、国资、民资“三分天下”的国内酒店业格局

得以彻底改观。 民营酒店阵营被进一步压缩。

季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表示，“未

来如家进入首旅，七天进入锦江之星，我衷心

祝福他们婚姻幸福美满。但是，结果怎么样，我

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开创民营企业和国企

合作的新篇章。 ”

“三分天下” 的平衡被打破，“三军融

合” 成为中国酒店业新的篇章。 “我觉得无

论是民资还是国资， 最终目的都是要为员

工、为股东、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两者融

合到一块也有利于把活力进一步激发出来。

我们和铂涛集团的融合，与我们收购卢浮集

团是不一样的，前者保留了原股东何伯权以

及郑南雁合计持有的19%的股权，后者则是

100%收购。我们也与何伯权、郑南雁签订了

股东协议。 这些都有利于双方在未来的融

合。 ” 锦江股份收购铂涛集团之初，公司首

席执行官卢正刚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曾表示。

融合之外还有联合。面对外资在品牌方面

的强势，无论是国资还是民资，均纷纷采取了

与之联合的方式，锦江与喜达屋、铂涛与希尔

顿、华住与雅高近年来纷纷“联姻” 。

以华住为例， 其在2014年年底宣布与欧

洲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法国雅高酒店集团达

成战略合作，华住将成为雅高旗下中低端酒店

品牌在中国大陆、 台湾和蒙古的独家总加盟

商，同时将持有雅高高端品牌索菲特、铂尔曼

等在华业务10%的股份，雅高也将持有华住酒

店集团10%的股份。 在国内，华住宣布推出统

一标识“H�World” ， 计划联合国内3000家

三、 四星级优选酒店和1000家高品质精选酒

店， 与旗下6000家直营和特许店一同建立覆

盖超过10000家酒店的“万店联盟” ，打造中

国酒店业大圈层。

实际上，2015年，“酒店联盟” 正成为一

种新趋势。 7月6日，城市名人、华天、开元、纽

宾凯、曙光、粤海六大酒店集团在北京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六方宣布成立酒店联盟体，在会

员共享与联合订房两个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11月17日，绿地、海航、亚朵和中兴泰和四大

国内酒店集团在北京成立 “中国未来酒店联

盟” ， 坐拥300家中高端酒店， 客房总数逾

80000间，会员总数超200万，全面覆盖国内主

要商务及旅行目的地。

业内巨头纷纷整合

国内酒店业进入寡头竞争时代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蒋洁琼

继锦江股份并购铂涛集

团， 首旅酒店日前宣布并购如

家酒店。 分析人士指出，国内酒

店业排名前六的巨头之间纷纷

“合纵连横” ，国内酒店业大有

进入寡头竞争时代之势。 而且，

携程与去哪儿等旅游电商也纷

纷宣布合并， 酒店业巨头与互

联网巨头在旅游市场上的话语

权争夺更加激烈， 线下与线上

的竞合将进入新的阶段。 不难

看出，国内酒店业国资、民资、

外资“三足鼎立” 的平衡已经

被彻底打破，“三军融合” 将成

为新主题， 国内酒店业正迎来

变局的一年。

巨头并购整合潮起

12月7日晚，首旅酒店公告称，公司拟通

过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 直接

及间接持有如家酒店集团100%股权，交易金

额合计约110.5亿元。同时，公司还将募集不超

过38.74亿元配套资金。交易完成后，首旅酒店

不但将如家旗下的如家酒店、莫泰酒店、云上

四季、 和颐酒店和如家精选酒店五大品牌收

入囊中，客房数量也将跃升至35.2万间，成为

国内第二大酒店集团。

此前，锦江股份已经捷足先登。 9月18日

下午， 锦江国际与铂涛集团正式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锦江国际旗下上市公司锦江股份同

时公布《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根

据协议，锦江股份将作为投资主体，战略投资

铂涛集团取得其81%股权， 交易额达82.69亿

元。 交易达成后，锦江股份将一跃成为国内第

一、全球前五的酒店业集团。

2014年，如家酒店集团、锦江国际酒店集

团、华住酒店集团、铂涛酒店集团、格林豪泰酒

店集团和首旅集团，分列国内酒店集团排名前

六位。 如家、锦江、铂涛、首旅四大巨头之间的

纷纷合并，意味着国内酒店集团在经过多年的

扩张之后，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国内酒店业

的寡头竞争时代正式来临。

在出境游迅速升温、跨境并购潮起、国际

酒店业加速整合的背景下，国内酒店业巨头在

国际酒店并购市场上也是屡屡出击。 与以往

国内酒店集团在国际酒店并购市场上的零星

出击不同， 今年以来国内酒店集团在国际酒

店并购市场屡屡上演大手笔， 显示出借助国

际酒店市场迅速做大做强的决心。

今年年初， 锦江股份便斥资13亿欧元拿

下法国卢浮集团100%股权。 资料显示，卢浮

集团是欧洲第二大酒店集团， 在40多个国家

拥有1100多家酒店，客房总数超过9万间。 此

次并购既顺应了国内出境游市场快速发展的

大趋势，也是锦江股份向打造“一个具有国际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酒店集团” 的目

标迈出的关键一步。

今年10月底，《华尔街日报》 还曝出，锦

江国际、 海航集团和中投公司拟竞购喜达屋

酒店及度假酒店国际集团。 当时喜达屋的市

值高达120亿美元，该收购一旦达成，将创出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

交易案。 特别是对于锦江国际而言，一旦牵手

喜达屋，锦江国际将再升一档，拥有约70万间

客房，并迈入全球最大的酒店运营商之列，将

与希尔顿酒店集团、万豪国际集团、洲际酒店

集团平起平坐。 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喜达

屋或落入万豪囊中， 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中国企业在国际酒店并购市场上的魄力与

决心。

线上线下竞合加剧

国内酒店业巨头之间的整合， 影响的不

仅仅是国内酒店业格局， 整个餐饮旅游行业

的格局也将由此改写。

2015年， 酒店巨头与以OTA为代表的旅

游电商们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顶点。 4月28日

上午，华住突然下发通知称，因去哪儿、艺龙、

携程三家合作中介无视双方合作约定， 严重

破坏华住价格体系，因此决定在2015年4月28

日10:00开始全面断开与此三家中介的合作

业务。 而伴随着酒店巨头之间的并购与整合，

其对OTA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加大。

锦江股份副总裁俞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携程给我们的价格， 与给

铂涛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后肯定是高的

价格往低的价格走。而且，不光是我们受益，我

们的加盟商也会受益。 再比如说卢浮集团，我

们跟雅高在Booking （一家全球领先的酒店

预订网站）上的佣金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

带着这么多酒店和品牌再去跟它谈的话，它一

定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格。我们初步测算

了一下，这一块每年能有上千万欧元，这还不

包括采购。 所以，规模化效应带来的议价能力

以及产生的收益，有足够的空间去想象。 ”

在国内酒店业巨头通过合并加强对OTA

话语权的同时，OTA巨头之间也在寻求合并

以争夺对线下酒店巨头的话语权。 10月26日

晚，携程宣布与百度达成一项股权置换交易。

交易完成后， 百度拥有的携程普通股可代表

约25%的携程总投票权，携程将拥有约45%的

去哪儿总投票权。

随着酒店业巨头、OTA巨头的纷纷合并，

未来线上与线下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 根据

环球旅讯提供的数据，2015年，OTA作为酒店

行业的分销渠道占比高达39%，而酒店直销仅

占17%的市场份额； 预计到2017年OTA在酒

店的渠道分销上的占比将高达52%，酒店直销

渠道也将上升到24%。

同时， 酒店业巨头与OTA巨头之间的相

互渗透也在加快。 6月1日上午，景域集团董事

长、驴妈妈创始人洪清华在给员工的内部邮件

中透露，驴妈妈已获得锦江国际集团5亿元战

略投资。锦江资本的注入将助力景域集团打造

成中国最大的旅游O2O一站式产业链集团。

“未来酒店业与OTA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的关系，线上和线下我们都在做，无论

是在锦江国际集团的层面，还是在锦江都城的

层面。相反，如果只做终端的酒店，其他的不去

做，那么跟市场肯定是脱节的。 ”俞萌表示。

首旅收购如家 锦江收购铂涛

收购方式 通过设立境外子公司私有化如家，过程中的审核较多 直接收购退市后的铂涛，其完成速度更快

支付方式 采用现金

+

发行股份收购 全部采用现金收购

估值方面 如家估值

110.5

亿元，

EV/EBITDA

为

8.48

倍 铂涛估值

103

亿元，

EV/EBITDA

为

12.38

倍

业务发展

如家已开业酒店

2,787

家，

2014

年营收

66.83

亿元，营业利

润

6.41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

亿元

铂涛已开业酒店

2,291

家，

2014

年营收

34.04

亿元，营

业利润

4.09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

亿元

资料来源：中银国际研究报告 制表/任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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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司法拍卖项目公告拍卖公告

� � � �经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批准，由济宁市兖州区有

关单位破产管理人、 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共同申

请， 受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 15 时通过山东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sdfysszcw.com）以网络拍卖方式，对以下标的

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标的一与标的二分别整体拍卖）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资产情况：

标的一：兖州市丝绸公司新村蚕茧站固定资产及土

地使用权一宗，参考价 201.7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包

括地上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参考价 71.71 万元；土地使

用权面积约 5337㎡，位于济宁市兖州区新驿镇济阳线西

侧，现为国有储备用地，土地用途设定为工业用地，参考

价：130 万元。 详见鲁仁和（兖）土价字（2015）24 号评

估报告、 兖州市丝绸公司新村蚕茧站固定资产评估价值

明细表】。

标的二：兖州市丝绸公司秦村蚕茧站固定资产及土

地使用权一宗，参考价 213.25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为

办公室，参考价 3.25 万元；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4517㎡，

位于济宁市兖州区新驿镇府东路西侧，现为国有储备用

地，土地用途设定为住宅用地，参考价：210 万元。 详见

鲁仁和（兖）土价字（2015）3 号评估报告、兖州市丝绸

公司秦村蚕茧站固定资产评估价值明细表】。

土地使用权情况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两天在标的所在地

展示。

三、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有意竞买者（含优先购买权人）

应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 16 时前将保证金 （标的一 130 万

元；标的二 210 万元）交至法院指定帐户（户名：山东省济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济宁分行， 帐号：

1024400000000040551，交款须注明：2015 济中法技对外委

托字第 36 号案件标的 �__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以实际

到达指定账户为准， 该保证金专用账户亦即成交后成交价款

的缴纳账户）,并持有效证件、保证金交纳凭证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 16 时前到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或山东泓源拍卖有限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逾期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 未竞得者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现场拍卖地点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竞

买人可到拍卖现场，亦可异地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凡欠缴土地出让价款以及造成土地闲置的单位、个人

及法律规定者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五、网上拍卖成交后 6日内，竞得人持拍卖成交确认书与

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应当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

付拍卖成交价款。 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依照有关规定对

网上拍卖成交结果进行审查， 发现竞得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或不具有竞买资格的，网上拍卖出让不成交，兖州区国土资源

局依法重新组织出让。

六、 拍卖成交价款即为该幅地块及地上破产资产的总价

款。 原破产企业主管部门及原破产企业管理人负责将拍卖土

地和地上资产移交给竞得人，竞得人负责办理房产、土地过户

手续，所需相关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联系方式：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舜华路1173号

www.sdcqjy.com� � � � � � 0531-86196159/86196109

山东泓源拍卖有限公司 济宁市东外环 366号

18606478872� /15905378001�

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 济宁市兖州区九州方圆A座606室

0537-� 3420906

法院监督电话： 0537-51754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山东泓源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696� � � � � � � � �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2015-86

债券代码：112045� � � � � � � � � �债券简称：11宗申债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2年3月以

非公开发行方式向10家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165,441,175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发行价格5.44元/

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4,319,992元，分别用于建设“左师傅动力机械销售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 、“三轮摩托车专用发动机项目” 和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以上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2年4

月7日、2015年8月22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按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由项目实施主体分别设立募集专项账户进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现新增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内容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开户主体 银行账号

汽摩产融网一期

建设项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沙坪坝

支行

重庆左师傅互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11014824305001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有关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经重庆左师傅互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左师傅互联汽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简称“平安银行” ）、中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中德证券” ）三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左师傅互联汽车已在平安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11014824305001】，该专户归集的募集资金金额为【500,000,000.00】元（大写：【伍亿元整】），仅

用于左师傅互联汽车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专户仅用于左师傅互联汽车存放和

使用左师傅互联汽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的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左师傅互联汽车承诺若存在存单/定期存款存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定期存款方式续存，并通知中德证券。 左师傅互联汽车存单/定期存款不得质押。

2、左师傅互联汽车和平安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中德证券作为左师傅互联汽车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左师傅互联汽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德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左师傅互联汽车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左师傅互联汽车募

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德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左师傅互联汽车和平安银行应当配合中德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德证券至少每半年度对左师

傅互联汽车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左师傅互联汽车授权中德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晨、安薇可以随时到平安银行查询、复印左师

傅互联汽车专户的资料；平安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平安银行向中

德证券提供资料、对账并配合检查的行为已经左师傅互联汽车同意，平安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保荐代表人向平安银行查询左师傅互联汽车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德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平安银行查询左师傅互联汽车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5、平安银行按月（每月10日前）向左师傅互联汽车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德证券。 平安银行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左师傅互联汽车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10%的，左师傅互联汽车及平安银行应在支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传真

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中德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中德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德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平安银行，同时按协议要求向左师傅互联汽车、平安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平安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德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德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中德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左师傅互联汽车可以主动或在中德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同时，左师傅互联汽车应及时与其他具备资格的机构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保证

募集资金的专款专用。

9、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

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