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奚星华 男 董事长 无 无

2 张萍 女 董事、总经理 无 无

3 王利 男 董事 无 无

4 邓智慧 女 董事 无 无

5 张虹海 男 独立董事 有 无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亦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宋晓明 男

执行董事、总经

理

440105197406****** 无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亦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宋晓明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440105197406****** 无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亦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长城汇理并购1号）的投资范围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

简要说明

1、投资范围

长城汇理并购1号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公司的股票（包含中小板、创

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以及投资现金和银行存款等闲置资金

管理工具。

2、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长城汇理并购1号成立于2014年 1月29日，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15年度/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度/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55,783,314.16 134,269,483.14

负债总额 2,689,500.00 38,983.14

所有者权益 253,093,814.16 134,230,500.00

营业收入 134,615,192.24 11,980,500.00

净利润 134,615,192.24 11,980,500.00

净资产收益率 69.51% 8.93%

资产负债率 1.05% 0.03%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主要业务

主要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资产管理、投资兴办实业等。

2、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7日，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15年1-11月/2015

年11月30日

2014年度/2014年

12月31日

2013年度/2013年

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0,952,916.50 70,987,987.49 2,238,649.85

负债总额 50,666,168.30 19,414,302.91 1,429,323.67

所有者权益 120,286,748.20 51,573,684.58 809,326.18

营业收入 10,914,022.94 7,541,859.62 500,000.00

净利润 28,952.82 1,238,270.83 -1,190,673.82

净资产收益率 0.03% 4.73% -147.12%

资产负债率 29.64% 27.35% 63.85%

注：2014年、2015年1-11月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主要业务

主要业务：受托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兴办实业等。

2、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专项六号成立于2014年10月24日，但2014年未实际出资，主要为投资上市公

司股权而设立。 其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15年度/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99,365,846.86

负债总额 -

所有者权益 399,365,846.86

营业收入 1,402.50

净利润 -708,282.82

净资产收益率 -0.18%

资产负债率 -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和仲裁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长城汇理并购1号）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截至

报告日，未发生其它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此外，因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管理人“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在

其它业务中存在部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下设子单元， 部分子单元又外接

HOMS系统的情况， 同时相关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涉及证券异常交易被交易所

采取限制账户交易的自律措施，违反了《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

办法》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了《关于对深圳市融通资本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采取暂停办理相关业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5

【82】号）。 融通资本被要求责令改正，并被暂停办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备案6

个月。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仍在执行中。但对长城汇理并购1号

的正常运作不构成影响。

长城汇理并购1号的实际控制人宋晓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次

级委托人杭州玖立汇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近五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截至报告日，未发生其它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2自2013年5月设立以来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截至

报告日，未发生其它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3自2014年10月设立以来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也

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1（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除持有*ST新都股份外，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2通过旗下“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

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星湖

科技” ，股票代码“600866” ）14.72%的股份，通过“财通基金-长城汇理1号资产管

理计划” 、“中融基金-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 、“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间接持有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天目药业” ，股票代码“600671” ）26.16%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3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

上的已发行股份。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信息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

人3在境内、境外无持有或控股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

构5%以上股权的情形。

八、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关系

信息披露人2是信息披露人1（长城汇理并购1号）的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2为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一）长城汇理涉及主要信息披露义务人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2为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信息

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人3之间的关系详见本报告书第二节“三、信息披露义

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

（二）长城汇理并购1号涉及主要信息披露义务人关系

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次级受益人是杭州玖立汇理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宋晓明先生。

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聘请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投资顾问，信息披露义务人1可参考投资顾问意见，独立作出决策，并代表资产管

理计划行使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

信息披露义务人1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关系详见本报告书第二节“三、信息披

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

（三）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关系总览

信息披露义务人1、信息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人3及新都酒店的关系如

下图所示：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1、信息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人3对持有的新都酒店股

票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十、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所述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人3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即：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未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3�年未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3�年未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

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实际控制人为宋晓明及信息披露义务人2， 虽然融通资本存

在本报告第二节第五条第一款说明的处罚情形， 但对信息披露义务人1无影响，长

城汇理并购1号独立进行，且投资行为发生在2014年5月。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1不

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为了挽救上市公司经营危机。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

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1（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持有新都酒店15,886,11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82%；信息披露义务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3均未持有新都酒店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人3于2015年11月4日与桂江企业有限公司签

署 《股份转让协议》， 联合受让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1,

982,7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67%。

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协议转让各方

甲方（转让方）：桂江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江企业” ）；地址：香港干诺

道中200号信德中心西翼23楼12室；法定代表人：任燮康

乙方（受让方1）：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

路1006号诺德金融中心4楼E单元；法定代表人：宋晓明

丙方（受让方2）：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地址：深圳市

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

行合伙人：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晓明）

乙方和丙方为联合受让体。

（二） 转让股份数量及比例：21,982,7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67%。 其

中，由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新都酒店股份82,703股，由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新都酒

店股份21,900,000股，合计21,982,703股。

（三） 转让价格：12.80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281,378,598.4元。

（四） 付款安排：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联合受让体向甲方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的30%作为履约保证金。 其中，在本协议签订【当日】，联合受让方参与挂牌

竞价时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50,000,000元（大写：伍仟万元整）自动转为前述履约

保证金的一部分；在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联合受让体应继续向甲方支付人

民币34,413,579.52元， 使其累计向甲方支付的金额达到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84,413,579.52元。 在甲方国资管理机构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同意/

无异议/合规性确认之批复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书面通知联合受让体，联

合受让体应于接到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70%股份转让价款，70%

的转让款到帐后，本协议约定的履约保证金自动转为股份转让价款。

（五） 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11月【4】日。

（六）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成立；履约保证金条款在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其余条款自相关审批程序完成

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1（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持有新都酒店15,886,11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82%；信息披露义务人2

直接持有新都酒店82,70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25%；信息披露义务人3持有

新都酒店21,9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648%。 上述三方合计持有新都酒

店37,868,82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5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 （2015） 深中法破字第

100-3号《民事裁定书》，批准新都酒店重整计划，终止新都酒店重整程序。 若该裁

定得以执行，信息披露义务人1、2、3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新都酒店11.50%的股

份，超过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5.30%的持股比例，成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但并非公司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1、2、3作为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较

少，难以对股东大会决议形成有力影响，也未提名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因此，公司

无实际控制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新都酒店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2持有的新都酒店股份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3持有的新都酒店股份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金额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信息披露义务人3受让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21,982,703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67%， 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281,

378,598.4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业银行

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和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

伙），其中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伙）的主要出资人为招商财富-长城

汇理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自有资金，上述两

个资管计划均采用分级的方式，其劣后级/次级/B类份额委托人均为深圳长城汇理

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关联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均为宋晓明先生；优先级/A类份额委托

人无预期收益率，不存在借贷关系，按其份额承担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风险。 本次权

益变动涉及的资管计划具体资金来源及期限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管理人 资产管理计划 资金总额

劣后级委托人

出资

优先级委托人

出资

优先级资金期

限

深圳市融通资

本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长城汇理并购1

号

122,250,000 40,750,000 81,500,000

封闭式运作，

存续期满前不

得退出

招商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汇理2号 400,000,000 80,000,000 320,000,000

封闭式运作，

存续期满前不

得退出

合计 522,250,000 120,750,000 401,500,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的来源声明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1（“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 ）在

本次及过往交易中所支付的对价均来自于资管计划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

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其他交

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2和信息披露义务人3在本次交易中所支付的对价均为本报告

书披露的由各自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

取得资金的情形。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

或减少其在新都酒店拥有的权益；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筹划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重大资产重组与本次权益变动不互为条件，但截至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披露日，尚无明确计划；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但截至本权益变动报

告披露日，尚无明确计划；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对董事、

监事或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但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披露日，尚无明确计划；

五、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但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披露日，尚无明确计划；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修改上市公

司章程的计划，但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披露日，尚无明确计划；

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已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与其他股

东之间就上市公司其他股份、资产、负债或者业务存在任何合同或者安排；

八、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没有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情况进行重大变动的计划；

九、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新都酒店分红政策调整的

计划；

十、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未披露的对上市公司有重大

影响的其它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

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

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

在的同业竞争。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

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

以上的交易。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

个月内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

个月内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者

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2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新都酒店股票的情况

如下：

序

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股)

价格

（元）

数量（股）

价格

（元）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

1 2015年11月4日 - - 82,703 12.80 0.025

信息披露义务人3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新都酒店股票的情况

如下：

序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股)

价格

（元）

数量（股）

价格

（元）

占上市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1 2015年11月4日 - - 21,900,000 12.80 6.648

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1（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2、3在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内均未买卖新都酒店股

票。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1（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信息披

露义务人3均为本次投资而设立， 其实际控制主体均为信息披露义务人2深圳长城

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信息披露义务人2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2014年、2015年1-11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5]006862号），认为：

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公

司2015年11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及2015年1-11月、2014年

度公司的经营成果。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长城汇理并购1号）的财务资料

（一）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单位：元

资 产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773,550.83 767,977.53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5,009,763.33 133,295,187.36

其中：股票投资 255,009,763.33 133,295,187.36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206,318.25

资产总计 255,783,314.16 134,269,483.14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应付托管费

应付销售服务费

应付交易费用 2,689,500.00 38,983.14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其他负债 -

负债合计 2,689,500.00 38,983.1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22,250,000.00 122,250,000.00

未分配利润 134,615,192.24 11,980,5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3,093,814.16 134,230,5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5,783,314.16 134,269,483.14

（二）利润表

会计主体：深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一、收入 134,615,192.24 11,980,500.00

1．利息收入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

债券利息收入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34,615,192.24 11,980,500.00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

减：二、费用

1．管理人报酬

2．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5．利息支出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6．其他费用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4,615,192.24 11,980,500.00

四、净利润 134,615,192.24 11,980,5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财务资料

（一）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

及除其他金融资产类别以外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

认金额。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

差额外，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

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

本公司对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

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

本计量。

2、长期股权投资

A.�投资成本的确定

（1）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具体会计政策详见本附注四、（四）同一

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2）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

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

支出。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

为初始投资成本；发行或取得自身权益工具时发生的交易费用，可直接归属于权益

性交易的从权益中扣减。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

靠计量的前提下，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

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

费作为换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

定。

B.�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

（1）成本法

本公司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并按照

初始投资成本计价，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利润外， 本公司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

资收益。

（2）权益法

本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对于其中一

部分通过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信托公司或包括投连险基金在内的类似主体间

接持有的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份额的差额，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 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

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 并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

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

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

有者权益。

本公司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 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

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 本

公司与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应享有的比例计

算归属于本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

本公司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处理：首先，

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其次，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足以冲减的，以

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账面价值为限继续确认投资损

失，冲减长期应收项目等的账面价值。 最后，经过上述处理，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

定企业仍承担额外义务的，按预计承担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计入当期投资损失。

被投资单位以后期间实现盈利的，公司在扣除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按与上

述相反的顺序处理，减记已确认预计负债的账面余额、恢复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

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后，恢复确认投资收益。

C.�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1）公允价值计量转权益法核算

本公司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权益性投资， 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

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确定的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

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 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

期损益。

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按照追加投资后全新的持股比例计算确定

的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在追加投资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 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2）公允价值计量或权益法核算转成本法核算

本公司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权益性投资，或原持有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

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

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在处

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

理。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在改

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当期损益。

（3）权益法核算转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核

算， 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

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

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4）成本法转权益法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 在编制

个别财务报表时， 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

整。

（5）成本法转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 在编制

个别财务报表时， 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D.�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

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

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 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进行

会计处理。

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的各项交易的条款、 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

或多种情况，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1）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

（2）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3）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

（4）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 不属于一揽

子交易的，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1）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对于处置的股权，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

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

调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

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在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以前的各项交易，处置价

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应对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

产份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

益；在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时，对于剩余股权，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

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 计入

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等，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各项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 将各

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股权投资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区分个

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1）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的股权对

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

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损益。

（2）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

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

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损益。

E.�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如果本公司按照相关约定与其他参与方集体控制某项安排， 并且对该安排回

报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决策，需要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时才存在，则

视为本公司与其他参与方共同控制某项安排，该安排即属于合营安排。

合营安排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 根据相关约定判断本公司对该单独主体的净

资产享有权利时，将该单独主体作为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 若根据相关约定

判断本公司并非对该单独主体的净资产享有权利时，该单独主体作为共同经营，本

公司确认与共同经营利益份额相关的项目， 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

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本公司通过以下一种

或多种情形， 并综合考虑所有事实和情况后， 判断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

（1）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2）参与被投资单位财

务和经营政策制定过程；（3）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发生重要交易；（4）向被投资单位

派出管理人员；（5）向被投资单位提供关键技术资料。

3、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 本公司已按要求于

2014年7月1日执行新的该等企业会计准则， 并按照新准则的衔接规定对比较财务

报表进行调整。 执行新准则对比较财务报表影响说明如下：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将原成本

法核算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纳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本公司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调整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二）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合并报表）

会计主体：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2015年11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590,286.78 2,065,765.75 775,678.54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2,968,558.18 798,494.11 -

预付款项 -

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3,161,981.77 1,183,770.74 59,550.00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60,972.14

流动资产合计 28,781,798.87 4,048,030.60 835,228.5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3,072,264.29 64,904,388.82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应收款 -

长期股权投资 5,398,067.66 1,125,736.40 1,37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00,125.41 656,019.44 26,222.41

在建工程 -

工程物资 -

固定资产清理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油气资产 -

无形资产 1,857.84 4,412.26 7,198.90

开发支出

商誉 -

长摊待摊费用 1,377,894.06 -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208.37 249,399.97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40,7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2,171,117.63 66,939,956.89 1,403,421.31

资产总计 170,952,916.50 70,987,987.49 2,238,649.8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 -

预收款项 6,509,454.43 109,098.36 -

应付职工薪酬 176,346.73 921,432.97 133,041.16

应交税费 412,523.27 370,394.27 3,352.34

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12,058,776.97 2,360,846.00 1,292,930.1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9,157,101.40 3,761,771.60 1,429,323.6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

长期应付款 -

专项应付款 -

预计负债 -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509,066.90 15,652,531.31 -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1,509,066.90 15,652,531.31 -

负债合计 50,666,168.30 19,414,302.91 1,429,323.6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0,000,000.00 2,100,800.00 2,000,000.00

资本公积? 5,314,504.00 2,099,200.00 -

其他综合收益 94,527,200.71 46,957,593.91

减：库存股 -

盈余公积 3,232.48 3,232.48 -

未分配利润 441,811.01 412,858.19 -1,190,673.8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0,286,748.20 51,573,684.58 809,326.1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170,952,916.50 70,987,987.49 2,238,649.85

注：以上报表经大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利润表（合并报表）

会计主体：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11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10,914,022.94 7,541,859.62 500,000.00

?��投资管理业务收入 10,804,970.08 5,051,991.6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投资收益 109,052.86 2,489,868.00

二、营业总成本 10,692,948.62 6,024,765.20

营业税金及附加 57,960.56 35,932.16 16,310.68

业务及管理费 10,739,579.48 5,969,670.35 1,571,329.41

财务费用 (150,309.43) (860.19) 1,703.81

资产减值损失 45,718.01 20,022.8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221,074.32 1,517,094.42 -1,089,343.90

加：营业外收入 6,000.12 2,000.00 -

减：营业外支出 - 300,000.00 101,329.9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27,074.44 1,219,094.42 -1,190,673.82

减：所得税费用 198,121.62 (19,176.41)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8,952.82 1,238,270.83 -1,190,673.8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7,569,606.80 46,957,593.91

七、综合收益总额 47,598,559.62 48,195,864.74

注：以上报表经大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主要科目的注释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项目

2015年11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按公允价值计

量的可供出售

权益性工具

133,072,264.29 --- 133,072,264.29 64,904,388.82 --- 64,904,388.82

（1）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项目 权益工具的成本 公允价值

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

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

价值变动金额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11,564,064.34 133,072,264.29 30,377,049.99 91,131,149.96

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本公司持有的二级市场股票和持有的合伙企业股

权。直接持有的二级市场股票估值按报表日市场价格进行估值。持有合伙企业的股

权估值按持有合伙企业持股比例（包括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享有的超过出资比例

的分红权）以及已宣告并发放的股利等情况进行估值；合伙企业的估值按企业持有

基金的份额、份额收益权等情况进行估值；基金的估值按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报表日

估值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5年11月30日余额较2014年12月31日余额增加68,167,

875.47元，增加比例为105.03%，主要为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的财务资料

（一）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元

资?产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66,507.26

其他流动资产 116,289,600.00

预付账款 280,320,000.00

其它应收款 2,689,739.60

资产总计 399,365,846.86

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应付托管费

应付销售服务费

应付交易费用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00,010,000.00

未分配利润 -644,153.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9,365,846.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99,365,846.86

（二）利润表

会计主体：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

一、收入 1,402.50

1．利息收入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债券利息收入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债券投资收益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1,402.50

减：二、费用 709,685.32

1．计提管理费 308,164.38

2．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 399,780.82

4．交易费用

5．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1,740.1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08,282.82

四、净利润 -708,282.82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交易不存在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十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1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人就本报告出具或提供的数据或信息，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签章）：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2016年1月18日

第十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2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人就本报告出具或提供的数据或信息，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章）：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2016年1月18日

第十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3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人就本报告出具或提供的数据或信息，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3（签章）：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章）：

签署日期：2016年1月18日

第十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明文件；

3、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资产管理计划授权委托书；

4、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度和2015年1-11月审计报告。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也可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表一：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所

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春风路一号

股票简称 *ST新都 股票代码 000033

信息披露义务

人1名称

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信息披露义

务人1管理人

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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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 1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1是否为

上市公司 实

际控制人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 1是否对境

内、 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家数

信息披露义

务人1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 市

公司的控制

权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1（长城汇理

并购1号）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15,886,119股持股比例4.82%

持股种类：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1（长城

汇理并购1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

后比例

变动后数量：15,886,119股变动后比例4.82%

持股种类：流通股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 《收

购办法》 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否√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1（签章）：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2016年1月18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所

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春风路一号

股票简称 *ST新都 股票代码 000033

信息披露义务

人2名称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2管理人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1006号

诺德金融中心4楼E单元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 2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2是否为

上市公司 实

际控制人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 2是否对境

内、 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家数

说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目

药业、星湖科技两家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信息披露义

务人2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 市

公司的控制

权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 2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0股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 2拥有

权益的变动股

份数量及变动

后比例

变动后数量：82,703股变动后比例：0.025%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 《收

购办法》 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否√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章）：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2016年1月18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所

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春风路一号

股票简称 *ST新都 股票代码 000033

信息披露义务

人3名称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

务人3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

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 3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3是否为

上市公司 实

际控制人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 3是否对境

内、 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家数

信息披露义

务人3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 市

公司的控制

权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 3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0股持股比例：0%

持股种类：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 3拥有

权益的变动股

份数量及变动

后比例

变动后数量：21,900,000股变动后比例：6.65%

持股种类：流通股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 《收

购办法》 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否√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3（签章）：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章）：

签署日期：2016年1月18日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认

定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酒店”或“公司” ）近期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6]

第6号）》，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相关事宜。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 ）接受新都酒店的委托，就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相关事宜，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等中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对新都酒店实际控制人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在前述核查过程

中，本所得到新都酒店的如下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或印

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并依据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仅就新都酒店实际控制人认定事宜

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法律意见

书仅供新都酒店认定实际控制人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一)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前七大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新都酒店 《股东登记

名册》，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前七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 45,551,000 13.83%

2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 21,982,703 6.67%

3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

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5,886,119 4.82%

4 深圳贵州经济贸易公司 10,220,000 3.10%

5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642,200 1.71%

6 大连幸福家居世界有限公司 5,444,707 1.65%

7 李月芬 4,001,679 1.21%

合计 108,728,408 32.99%

基于上述《股东登记名册》，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未有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超过30%的情形，因此亦没有股东能够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

(二)公司前五大股东拟发生变化情况

1、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简投资” ）受让深圳贵州经济贸易公

司（以下简称“贵州经贸” ）和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

托” ）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年10月21日，易简投资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汇理” ）（代表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城汇理1号” ）、贵州经贸和山东信托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易简投资受让长城汇理1号、贵州经贸以及山东信托合计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合计31,748,319股。

2015年11月，易简投资与长城汇理（代表长城汇理1号）、贵州经贸以及山东信

托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与长城汇理签署《股份转让终止协议》，易

简投资终止受让长城汇理1号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886,119股，继续受让贵

州经贸、山东信托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合计15,862,200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份转让尚未完成。

2、 长城汇理以及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

城汇理六号” ）受让桂江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年11月4日，长城汇理、长城汇理六号与桂江企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受让桂江企业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1,982,703股。

2015年11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桂江企业有限公司以

协议方式转让所持有*ST新都6.67%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桂政函[2015]255

号）， 同意桂江企业以协议方式将所持有的新都酒店21,982,703股股票转让给长

城汇理与长城汇理六号。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份转让尚未完成。

3、 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明投资” ）无偿让渡股份和持有股

份对应的转增股份

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裁定批准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以及新都酒店管理人于2015年12

月23日出具的《关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相关事宜的复函》，

涉及瀚明投资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包括：

瀚明投资无偿让渡其现持有公司股份的50%计22,775,500股， 无偿让渡其现

持有公司股份对应的转增股份13,872,362股，合计让渡36,647,862股。 其中，华银

汇通承接瀚明投资无偿让渡的现持有公司股份的50%计22,775,500股， 丰兴汇承

接瀚明投资无偿让渡其按照《重整计划》转增的股份计13,872,362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份让渡尚未完成。

假定上述股份转让及《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均能完成，则公司原前五大

股东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长城汇理六号 28,569,551 6.65%

2 瀚明投资 22,775,500 5.30%

3 华银汇通 22,775,500 5.30%

4 长城汇理1号 20,724,169 4.82%

5 易简投资 20,692,965 4.82%

6 丰兴汇 13,872,362 3.23%

7 长城汇理 107,890 0.025%

合计 129,517,937 30.145%

注：①让渡及转增的股票数量仅为测算数量，最终以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确认为

准；

②鉴于长城汇理六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系长城汇理，长城汇理1号的资产管理

人亦为长城汇理，因此长城汇理六号、长城汇理以及长城汇理1号存在关联关系，假

定上述股份转让及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均能完成， 则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

11.50%，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③鉴于华银汇通以及丰兴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郑展奇， 因此华银汇通与

丰兴汇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华银汇通与丰兴汇亦为一致行

动人，假定上述股份转让及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均能完成，则其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的8.53%，系公司第二大股东。

基于上述，假定上述股份转让及《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均能完成，公司

的股权结构仍旧较为分散，未有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30%的情形，因此亦没

有股东能够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

二、公司董事会构成情况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4年1月17日组成， 并于2015年12月10日提前换届选

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该届董事会成员共9人，分别为张力群、袁克俭、林汉章、

叶文治、闻心达、杨志强、刘书锦、陈友春和郭文杰，其中刘书锦、陈友春和郭文杰为

独立董事。

根据瀚明投资于2013年12月18日出具的《关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下

一届董事会提名董事的函》， 除杨志强外， 其他8名董事均由公司股东瀚明投资提

名,因此，在第七届董事会的董事成员中，瀚明投资提名的董事超过了董事会席位

的半数以上。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构成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会即第八届董事会于2015年12月10日组成， 董事会成员共9人，

分别为陈辉汉、苏从跃、杨志强、朱季成、李凤鸣、王亿群、陈小卫、张松旺和蒋涛，其

中陈小卫、张松旺和蒋涛为独立董事。

根据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补充通知的公告》，在现任董事会的董事成员中，长城

汇理提名了3名董事（即苏从跃、朱季成、蒋涛），贵州经贸提名了3名董事（即陈辉

汉、张松旺、李凤鸣），瀚明投资提名了2名董事（即王亿群、陈小卫），桂江企业提名

了1名董事（即杨志强）。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会的构成情况，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并无任何股东有能

力单独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也无能力单独决定董事会决议的形成。

三、核查意见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

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

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

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 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

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鉴于新都酒店目前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未有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超过30%的情形，亦没有股东能够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同时并无

任何股东有能力单独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也无能力单独决定董事会

决议的形成，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没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家无

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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