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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深圳华旗盛世的股权结构如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深圳华旗盛世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

（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0,222,905.67 5,869,514.05

负债总额 109,184,968.69 6,381,250.00

股东权益 1,037,936.98 -511,735.95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6,574,621.37 1,050,000.00

利润总额 2,066,230.57 -511,735.95

净利润 1,549,672.93 -511,735.95

是否经审计 否 否

审计机构 不适用 不适用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深圳华旗盛世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其对外投资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

1

上海曦湖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兼并重组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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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51

2

宁波华旗盛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1,000 100

3

深圳华旗汇瑞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

营）；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

限制项目）。

14,801 0.0067

4

深圳华旗天使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6,060 0.4455

5

深圳华旗汇晟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股权投资；经济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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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 0.012

6

深圳华旗汇赢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

营）；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

限制项目）

10 10

7

深圳华旗开元天使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

12,001 0.0083

8

深圳华旗汇鼎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

营）；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

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

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10 10

9

深圳华旗汇锦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

营）；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

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

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10 10

10

深圳桦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1,000 50

11

广东华旗大潮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对外进行项目投资，受托的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及策划，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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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经营项

目：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投资咨询；

经济信息咨

询；企业管理

咨询。（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

融业务）1,

000

50

12

共青城君泽同德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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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2

7、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基本信息

华旗瑞吉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姜洪文，姜洪文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姜洪文，男，身份证号：2205021969xxxx0838；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先后任职于深圳泰邦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聚能

投资中心（普通合伙）、深圳汉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任职于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丰

盈传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华旗瑞吉没有发生对外投资业务。

9、有限合伙人宁波华旗盛世的基本情况

（1）宁波华旗盛世基本情况

宁波华旗盛世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555号801室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姜洪文

注册号码 330212000482952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20日

合伙期限 自2015年08月20日至2035年08月19日

通讯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555号801室

联系电话 0755-8891023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2）宁波华旗盛世历史沿革

宁波华旗盛世是由深圳华旗盛世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2015年8月20日，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

宁波华旗盛世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深圳华旗盛世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

（3）宁波华旗盛世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宁波华旗盛世的股权结构如下：

（4）宁波华旗盛世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宁波华旗盛世控股股东深圳华旗盛世成立于2014年5月26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从事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5）宁波华旗盛世主要财务数据

由于宁波华旗盛世成立时间较短，尚无财务数据，本预案披露了其控股股东深圳华旗盛世最近二年主要财务数据，详细参考本部分之

“6、执行事务合伙人相关信息” 。

（6）宁波华旗盛世基金管理人备案

宁波华旗盛世拟通过设立的华旗互联网医疗一期基金进行认购华旗瑞吉有限合伙份额，该基金为契约型私募基金，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其已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程序。 基金托管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为宁波华旗盛世，宁波华旗盛世已经完成私募基

金管理人备案，备案号为P1023115。

（7）华旗互联网医疗一期基金设立情况及委托人情况

华旗互联网医疗一期基金为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首期募集资金已经到位，招商证券出具了招证托-DZTZ-20160201-0002资金到

账通知书，首批资金已经到达托管资金专用账户。 华旗互联网医疗一期基金委托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人 穿透主体个数 最终委托人

1 姜洪文 1 姜洪文

2 赵诚 1 赵诚

3 浙江华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 浙江华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 何蕾 1 何蕾

5 周国生 1 周国生

6

浙江投融谱华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 浙江投融谱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 姚允麟 1 姚允麟

8 周汉宇 1 周汉宇

9

弋盛旭诚深天地定增证券投资

基金

3 张晴、杜煌、任庄

10 翁明光 1 翁明光

11

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9

八个有限合伙人：缪双大、缪文彬、江荣方、缪志强、

马培林、马福林、缪敏达、缪黑大；一个普通合伙人：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12 王晓春 1 王晓春

合计 22

10、有限合伙人粤财信托的基本情况华旗瑞吉的有限合伙人之一为粤财信托，相关委托人拟通过粤财信托管理的粤财信托·华旗互联

网医疗投资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粤财信托·华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二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粤财信托·华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三号单一资

金信托计划认购华旗瑞吉的有限合伙份额。

（1）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81号粤财大厦9、14、40楼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81号粤财大厦9、14、40楼

法定代表人 邓斌

注册资本 150,000万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9033350XP

经营范围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85年03月07日

（2）历史沿革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原名广东财务发展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1985年，经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并取得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0,000万元。

2001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规范保留方案的请示》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托投资公

司重新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粤财信托规范保留获准后，按分业经营的原则，对资产负债进行重组，并在原粤财信托及下属

合资和控股二级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国有独资的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粤财信托成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

司。

2002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增资改制问题的批复》，粤财信托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重新登

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同时增资人民币6,55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56,550万元，其中粤财控股出资55,497.76万

元，占注册资本98.14%；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出资1,052.24万元，占注册资本1.86%。

2007年，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广东粤财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和业务范围的批复》，粤财信托

更名为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并取得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440000000007110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1年8月31日，粤财信托增资人民币93,450万元，其中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91,711.83万元，广东省科技创业投

资公司出资人民币1,738.17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粤财信托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粤财信托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

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

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

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主要财务数据

粤财信托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875,671,134.67 3,322,489,483.70

负债总额 173,237,152.49 129,463,659.64

股东权益 3,702,433,982.18 3,193,025,824.06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834,069,772.16 792,670,867.43

利润总额 710,315,325.38 671,202,980.82

净利润 552,024,435.23 526,645,334.29

是否经审计 是 是

审计机构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粤财信托控股和参股的主要企业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出资比例

（%）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2,000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基金托管；资产管理等 25.00

2

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420,000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2.52

3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

机动车辆保险，与机动车辆保险有关的其他财产保险

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等

15.00

4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125,712

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桥梁的建设施工、公路、桥梁的收

费和养护管理，汽车拯救、维修、清洗

0.97

（7）信托计划设立情况及委托人情况

粤财信托·华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经于2016年2月1日正式成立， 信托计划的保管银行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

委托人为李希、范国定、蔡启胜及后继凤四名自然人。

粤财信托·华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二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经于2016年2月1日正式成立， 信托计划的保管银行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

委托人为吴湛强、烟台华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穿透后为自然人贾中明、宋述强、唐波、张立平）、恒宇天泽黄河五号定增投资基金（基

金委托人为何芬、庞涛、于海桓、苏中刚）。

粤财信托·华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三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已经于2016年2月1日正式成立， 信托计划的保管银行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

委托人为张克强。

（二）珠海和诚智益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诚智益定增1号证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名称 珠海和诚智益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5799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5799

法定代表人 陈令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HKAD9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不包含与买方业务无关的卖方业务）、私募基金管理（不包含与私募基金可能冲突的相

关业务）、投资咨询。（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09月23日

2、历史沿革

珠海和诚智益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由陈令与何贤波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其协议、章程的规定，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1,000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25年8月1日前缴足。

经广州天河正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5年12月31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正鉴验字[2015]第0195号）审验，截至2015年12

月30日，和诚智益已经收到全体股东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2015年9月23日，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

和诚智益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令 50.00 50.00

2 何贤波 50.00 50.00

合计 100.00 100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和诚智益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和诚智益成立于2015年9月23日，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私募基金管理和投资咨询，由于成立时间较短，相关主营业务尚处于开拓初

期。

5、主要股东相关信息

和诚智益的主要股东为陈令和何贤波，其中陈令参与主要管理，其基本情况如下：

陈令，男，身份证号：4130271976xxxx0010；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年6月至2014年5月在广东展源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担任投资总监。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和诚智益没有发生对外投资业务。

7、和诚智益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

和诚智益拟通过设立的和诚智益定增1号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认购，该基金为契约型私募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完成基金

管理人备案程序。 基金管理人为和诚智益，和诚智益已经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备案号为P1030137。

8、和诚智益定增1号证券投资基金设立情况及委托人情况

和诚智益定增1号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该基金拟成立，基金编码为SE8137。 和诚智益定增1号证券投资基金委托人

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人 穿透主体个数 最终委托人

1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1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2 深圳市润福投资有限公司 1 深圳市润福投资有限公司

3 陈乐强 1 陈乐强

4 夏杨 1 夏杨

5 李永喜 1 李永喜

6 陈令 1 陈令

7 周郁梅 1 周郁梅

8 刘钜强 1 刘钜强

9 广永期货有限公司 1 广永期货有限公司

10 黎莉 1 黎莉

11 冯倩红 1 冯倩红

12 杨军 1 杨军

13 甄峰 1 甄峰

14 黄勋实 1 黄勋实

15 郑晓军 1 郑晓军

16 王胤心 1 王胤心

17 宋代群 1 宋代群

18 田家 1 田家

19 刑文利 1 刑文利

20 尹会平 1 尹会平

21 马振 1 马振

22 韦茵 1 韦茵

23 杜恒宇 1 杜恒宇

24 卢晓佳 1 卢晓佳

25 王刚 1 王刚

26 张志慧 1 张志慧

27 刘之洪 1 刘之洪

合计 27

（三）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君心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基金1号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01：419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01：419

法定代表人 罗春风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788478XL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2011年1月7日

2、历史沿革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平安集团旗下成员。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12月28日核

准，已于2011年1月7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 总部位于深圳，注册资本金为3亿元人民币。 其中，中国平安集团控股子公司平

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0.7%股份，新加坡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5%股份，三亚盈湾旅业有限公司持有14.3%股份。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平安大华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平安大华总部位于深圳，注册资本金为3亿元人民币，是目前中国内地基金业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基金公司之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494号），核准平安大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名称为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

币，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由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控股.�通过设立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5、主要财务数据

平安大华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76,164,879 159,391,586

负债总额 571,381,298 56,022,959

股东权益 204,783,581 103,368,627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331,133,250 97,625,610

利润总额 108,417,014 335,391

净利润 98,004,851 335,391

是否经审计 是 是

审计机构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平安大华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主要企业为：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000 100

7、君心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基金1号资管计划设立情况及委托人情况

相关委托人拟通过平安大华拟设立的君心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基金1号资管计划认购本次配套募集资金， 平安大华为该资管计

划管理人，该资管计划尚未设立，该资管计划的委托人为粤财信托·君心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粤财信托·

君心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尚未成立， 粤财信托·君心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委托人名单如下：

序号 委托人 穿透主体个数 最终委托人

1 谢少龙 1 谢少龙

2 成新 1 成新

3 谢永忠 1 谢永忠

4 段东庆 1 段东庆

5 金鹰 1 金鹰

6 阳建军 1 阳建军

7 许穗蓉 1 许穗蓉

8 柴再希 1 柴再希

9 陆钧 1 陆钧

10 房旭 1 房旭

11 严东琳 1 严东琳

12 张宪 1 张宪

13 陆明 1 陆明

14 雷建勋 1 雷建勋

15 李文刚 1 李文刚

16 徐强 1 徐强

17 钟碧华 1 钟碧华

18 严迎娣 1 严迎娣

19 张旭雯 1 张旭雯

20 龚睿 1 龚睿

21 陈晓 1 陈晓

22 刘建新 1 刘建新

23 曾雨涵 1 曾雨涵

24 陈春梅 1 陈春梅

25 汪十友 1 汪十友

合计 25

（四）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区崇南路6号A区161号厂房

住所 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区崇南路6号A区161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 李龙萍

注册资本 3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10227001279602

税务登记号 310227787887839

组织代码 78788783-9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投资管理，能源、生物、环保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仓储（除危险品），配合饲

料生产，金属矿、饲料、机电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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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6年05月23日

2、历史沿革

2006年05月16日，李梦平、周贵兰共同出资设立洪鑫源实业，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李梦平认购2,8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

周贵兰认购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

经上海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6年05月2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安业私字[2006]1385号）审验，截至2006年05月19日，洪

鑫源实业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63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洪鑫源实业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李梦平 600.00 95.00

2 周贵兰 30.00 5.00

合计 630.00 100

经上海方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05月26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方源验字[2008]第06066号）审验，截至2008年05月23

日，洪鑫源实业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3,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2008年12月18日，李梦平、周贵兰与李龙萍、罗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梦平将持有的洪鑫源实业95%股权作价2,850万元转让给

李龙萍，周贵兰将持有的洪鑫源实业5%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罗敏。

2008年12月18日，洪鑫源实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洪鑫源实业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至15,000万元。

经上海申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2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威验字[2008]第175号）审验，截至2008年12月22

日，洪鑫源实业已经收到李龙萍、罗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9,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经上海申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威验字[2008]第176号）审验，截至2008年12月24

日，洪鑫源实业已经收到李龙萍、罗敏本次连同前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2,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第一次股权转让并增资后，洪鑫源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李龙萍 14,250.00 95.00

2 罗敏 750.00 5.00

合计 15,000.00 100

2009年7月15日，洪鑫源实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洪鑫源实业注册资本由15,000万元增至30,000万元。 由李龙萍新增注册

资本15,000万元，出资额由原来的14,250万元增加到29,250万元，罗敏出资750万元保持不变。

经上海申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24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威验字[2009]第109号）审验，截至2009年7月20

日，洪鑫源实业已经收到李龙萍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5,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第二次增资后，洪鑫源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李龙萍 29,250.00 97.50

2 罗敏 750.00 2.50

合计 30,000.00 100

2009年12月16日，洪鑫源实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洪鑫源实业注册资本由30,000万元增至38,000万元。 由李龙萍新增注册

资本8,000万元，出资额由原来的29,250万元增加到37,250万元，罗敏出资750万元保持不变。

经上海申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威验字[2009]第202号）审验，截至2009年12月23

日，洪鑫源实业已经收到李龙萍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8,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第三次增资后，洪鑫源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李龙萍 37,250.00 98.03

2 罗敏 750.00 1.97

合计 38,000.00 100

2010年12月22日，李龙萍、章东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龙萍将持有的洪鑫源实业5%股权作价1,900万元转让给章东义。

本次股权转让后，洪鑫源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李龙萍 35,350.00 93.03

2 罗敏 750.00 1.97

3 章东义 1,900.00 5.00

合计 38,000.00 100

2013年3月4日，章东义、李龙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章东义将持有的洪鑫源实业5%股权作价1,900万元转让给李龙萍。

本次股权转让后，洪鑫源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李龙萍 37,250.00 98.03

2 罗敏 750.00 1.97

合计 38,000.00 100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洪鑫源实业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概况

洪鑫源实业成立于2006年5月，是一家以风险探矿、采选矿、及矿产品贸易等矿业投资为主，其他投资为副的专业投资公司。

洪鑫源实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为：实业投资，企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投资管理，能源，生物，环保科技领

域内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仓储（除危险品），配合饲料生产，金属矿、饲料、机电设备、化工产品

及原料（除危险品）批发零售。

洪鑫源实业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在中国境内的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开发工作，先后在西藏、内蒙、新疆、湖南、安徽、贵州等地从事了大

量的风险勘探和开发工作。

5、主要财务数据

洪鑫源实业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36,791,936.68 903,316,706.13

负债总额 682,181,418.38 543,147,052.50

股东权益 354,610,518.30 360,169,653.63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5,559,135.33 -7,825,066.89

净利润 -5,559,135.33 -7,825,066.89

是否经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 不适用 上海申威联合会计事务所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洪鑫源实业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主要企业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出资比例

1 安徽省洪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1,200 矿业 100.00%

2 黑河洪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1,900 矿业 64.40%

3 衡阳洪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1,000 矿业 91.00%

（五）广州蕙富盛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蕙富盛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205房

注册资本 10,151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31508626E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年05月22日

合伙期限 2015年05月22日至2025年05月22日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205房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2、历史沿革

（1）2015年5月，蕙富盛发成立

蕙富盛发是由汇垠澳丰与城投汇垠共同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合伙金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其中，汇垠澳丰为普通合伙人，

认缴合伙金额为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01%，城投汇垠认缴合伙金额为99,99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99%。

2015年5月22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

蕙富盛发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名称 合伙人 认缴合伙金额（万元） 合伙比例（%）

1 汇垠澳丰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2 城投汇垠 一般合伙人 99,999.00 99.99

合计 100,000.00 100

（2）2016年2月，蕙富盛发第一次合伙份额转让

2016年2月，蕙富盛发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0,151万元，城投汇垠将合伙份额转让给粤财信托。

本次份额转让后，蕙富盛发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名称 合伙人 认缴合伙金额（万元） 合伙比例（%）

1 汇垠澳丰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2 粤财信托 有限合伙人 10,150.00 99.99

合计 10,151.00 100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蕙富盛发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概况

蕙富盛发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和投资咨询服务。 由于成立时间较短，蕙富盛发尚未开展实际

业务。

5、主要财务数据

由于成立时间较短，蕙富盛发尚无完整年度财务数据。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蕙富盛发没有发生对外投资业务。

7、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蕙富盛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汇垠澳丰，汇垠澳丰于2014年6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汇垠澳丰专注于PE

基金、定增基金、并购基金等基金管理业务，主要通过募集社会资本成立私募基金，提供产业投资、资产并购整合和资本运作等专业服务，

重点投向医疗、文化传媒、环保、高端制造、农业等行业。

汇垠澳丰坚持“‘PE+并购’为抓手、产融整合为主线、金融创新为动力、市值管理为目标” 的发展战略，重点拓展PE+并购业务、定向

增发业务，灵活布局各类资本市场和股权投资业务，截至2015年12月31日，累计实现资产管理规模109亿元。

汇垠澳丰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9,094,738.65 15,825,635.73

负债总额 62,891,304.88 1,617,029.79

股东权益 16,203,433.77 14,208,605.94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50,174,003.52 5,687,026.06

利润总额 5,499,678.86 5,611,474.59

净利润 4,004,650.53 4,208,605.94

是否经审计 是 是

审计机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

州分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

州分所

8、有限合伙人粤财信托的基本情况

粤财信托相关信息详细见本预案“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三、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的基本情况” 之“（一）宁波华旗瑞吉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10、有限合伙人粤财信托的基本情况” 。

自然人陈晓拟通过粤财信托拟设立的粤财信托·蕙富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认购蕙富盛发合伙份额， 粤财信托·

蕙富互联网健康产业投资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已经于201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信托计划的保管银行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

（六）深圳市赤松成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赤松成德三号基金

1、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赤松成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法定代表人 何颖俊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349768645G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上市咨询业务。（以上不含证券、金融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15年07月29日

2、历史沿革

深圳市赤松成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徐康与深圳赤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公司协议、章程的规

定，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赤松成德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徐康 650.00 65.00

2 深圳赤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0.00 35.00

合计 1,000.00 100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赤松成德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赤松成德成立于2015年7月29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公司成立后业务围绕：受托管理创业投资基金、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

管理混合型投资基金。

5、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

赤松成德实际控制人为徐康，徐康的基本信息如下：

徐康，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211021981****0455，无境外居留权， 2012年5月至2014年4月在深圳市天一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合伙人， 并持有其9.7%的股权；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在深圳市约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合伙；2015年7月至本预案签

署日，在深圳市赤松承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并持有其65%的股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赤松成德实际控制人徐康参控股及关联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深圳赤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70%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基金、受托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管理

混合型投资基金

控股

2

深圳市赤松成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0 65%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基金、受托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管理

混合型投资基金

控股

3

深圳市天一资本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 9.7%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经济

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参股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深圳市赤松成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属投资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深圳赤松成德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企业上市咨询

业务。（不含限制项目）

0.5333%

2 深圳赤松成德三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企业上市咨询业务 0.0017%

7、赤松成德三号基金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

赤松成德拟通过设立的赤松成德三号基金进行认购，该基金为契约型私募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程序。

基金托管人为招商证券，基金管理人为赤松成德，赤松成德已经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8、赤松成德三号基金设立情况及委托人情况

赤松成德三号基金为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该基金尚未成立，最终委托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人 穿透主体个数 最终委托人

1 黄华文 1 黄华文

2 李汉元 1 李汉元

3 李腾辉 1 李腾辉

4 李长波 1 李长波

5 李长海 1 李长海

6 谭毅 1 谭毅

7 王建南 1 王建南

合计 7

（七）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23层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23层

法定代表人 王功伟

注册资本 235,209.9359�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000011063327

税务登记号 110102634984232

组织代码 63498423-2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2005年09月20日

2、历史沿革

2005年9月16日，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 ）批准，领取了第0000648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并于2005年9月20日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1000001003978号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期限为长期。初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公司成立时股东包括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

北京金融街建设集团、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第二十二冶金建设公司、中国建筑

二局第三建筑公司、大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07年1月8日，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五次股东大会第一号决议和修改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增加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000万元，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取得中国保监会保监发改[2007]

10号批复，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KPMG-A（2006）CRNo.0032验资报告验证。 2007年11月14日，长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根据第十次股东大会第二号决议和修改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92,750万元，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0,750万元，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取得中国保监会保监发改[2008]564号批复，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08）第015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1年10月26日，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二十二次股东大会第一号决议和修改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5,385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6,135万元，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取得中国保监会保监发

改[2011]1937号批复，经北京观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观正验字（2011）第018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2年9月28日，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二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号决议和修改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389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7,524万元，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取得中国保监会保监

发改[2012]1519号批复，经北京观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观正验字（2012）第024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3年2月20日，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函签第13号）和修改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增

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9,444万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6,968万元，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取得中国保监会保监发改

[2013]287号批复，经北京观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观正验字（2013）第002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5年4月17日，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三十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号决议和修改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58,242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5,210万元，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取得中国保监会

保监许可[2015]705号批复，经北京观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观正验字（2015）第007号验资报告验证。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长城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出资比例（%）

1 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 347,631,858 14.78

2 北京金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6,912,586 13.90

3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2,246,154 13.28

4 厦门华信元喜投资有限公司 175,000,000 7.44

5 北京金宸星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0,000,000 7.23

6 大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67,000,000 7.10

7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9,957,067 5.10

8 三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7,604,968 5.00

9 北京金牛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7,604,968 5.00

10 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 115,252,869 4.90

11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3,300,000 4.39

12 拉萨亚祥兴泰投资有限公司 85,000,000 3.61

13 北京广厦京都置业有限公司 63,700,000 2.71

14 北京兆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1.28

15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0 1.28

16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28

17 上海完美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7,000,000 1.15

18 北京华山弘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3,888,889 0.59

合计 2,352,099,359 100

长城人寿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其中，长城人寿控股股东为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城区国资委授权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北京华融综

合投资公司。 长城人寿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主营业务概况

近三年，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理财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主要财务数据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8,694,929,604 16,263,202,593

负债总额 17,795,762,411 15,433,405,381

股东权益 899,167,193 829,797,212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560,599,355 2,556,414,556

利润总额 38,826,108 56,249,967

净利润 31,905,513 54,644,612

是否经审计 是 是

审计机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

京分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分所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出资比例

1

长城财富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

（2）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

（3）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

（4）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75.00%

（八）上海沃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沃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2幢2区23001室

住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2幢2区230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沃红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鄢盛华）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H77FP1N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3日

2、历史沿革

沃红投资是由鄢盛华与上海沃红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2015年12月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

沃红投资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鄢盛华 495.00 99.00

2 上海沃红 5.00 1.00

合计 500.00 100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沃红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概况

沃红投资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由于成

立时间较短，沃红投资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5、主要财务数据

由于成立时间较短，沃红投资尚无完整年度财务数据。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沃红投资没有发生对外投资业务。

7、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沃红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自然人鄢盛华，鄢盛华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鄢盛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102******2039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663弄16号101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663弄16号101室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鄢盛华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5年8月至今 上海沃红 董事长 持股100%

2015年12月至今 沃红投资 董事长 持股99%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鄢盛华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1

深圳市前海宇鹏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99.00%

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等

鄢盛华控股公

司

2

上海沃红投资有限

公司

100 1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等

鄢盛华控股公

司

（九）天津鼎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鼎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16号楼301室-494

住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16号楼301室-494

法定代表人 张伟杰

注册资本 15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28656302E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金融性资产经营管理除外）、企业咨询服务、财务顾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05月08日

2、历史沿革

鼎杰资产是由张伟杰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2015年5月8日，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

鼎杰资产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比例（%）

1 张伟杰 150,000.00 100.00

合计 150,000.00 100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鼎杰资产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概况

鼎杰资产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金融性资产经营管理除外）、企业咨询服务、财务顾问。

5、主要财务数据

鼎杰资产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08,710,195.05 -

负债总额 202,449,088.78 -

股东权益 1,506,261,106.27 -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4,231,865.03 -

净利润 3,173,898.77 -

是否经审计 是 不适用

审计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不适用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鼎杰资产没有发生对外持股5%以上的投资业务。

7、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鼎杰资产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张伟杰，张伟杰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张伟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42401******1419

住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16号楼301室-494

通讯地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16号楼301室-494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张伟杰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4年2月至2015年4月 浙江鑫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无

2015年5月至今 鼎杰资产 执行董事、总经理 持股10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鼎杰资产外，张伟杰无其他控股企业。

四、交易对方有关情况说明

（一）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最近五年内，本次交易对方、配套资金认购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二）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企业的完整权利以及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承诺其各自持有的友德医股权、赢医通股权，拥有合法的完全所有权和处置权，不存在代持的情形，也不存在任

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且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任何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也不存在任何潜在纠纷。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以及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本次交易前，杜建国等17名自然人及赢医通等6家企业均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华旗瑞吉和华

旗同德为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华旗同德为目前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交易对方中，华旗瑞吉、华旗同德及和诚智益为一致行动人。七大二小和赢医通投资为标的企业管理层持股平台，为一致行动人，其他

交易对方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交易对方拟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将向上市公司提名两位

董事候选人，其中一名为独立董事。

（五）交易对方诚信情况

最近五年内，本次交易对方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七大二小投资有限公司、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友德医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杜建国、董应心、周松祥、容少群、孟庆海、郑浩涛、赵贵廷、李灿升、叶建明、广州三重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永

忠、潘婷、陈建华、王连倩、骆飞、刘贤能、黄少雄、岑波、广州康知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均已承诺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

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企业为友德医100%的股权和赢医通100%的股权，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将直接持有友德医和赢医通100%的股权。

一、友德医

（一）友德医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之一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东方科技大厦2201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四道31号研祥科技大厦五楼B1单元

法定代表人 周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1928631H

注册资本 555.5556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与销售

成立日期 2014年08月07日

（二）友德医的历史沿革

1、友德医设立

2014年8月1日，吴茂清、黄宏亮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老树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树根”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吴茂清

认缴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黄宏亮认缴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股东未实缴注册资本。

2014年8月7日，老树根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11029366），住所为深圳市龙

华新区民治街道布龙路金地上塘道花园7栋9G；法定代表人为吴茂清；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老树根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茂清 450.00 90.00

2 黄宏亮 50.00 10.00

合计 500.00 100

2、企业名称变更

2014年10月18日，老树根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将老树根名称变更为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4日，友德医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变更登记。

3、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年10月30日，友德医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吴茂清将其持有友德医85%的股权转让给李晓婧，将其持有的友德医5%的股

权转让给周祖斌；同意黄宏亮将其持有友德医10%的股权转让给周祖斌，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吴茂清与李晓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吴茂清将其持有友德医85%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晓婧。 该《股权转让

协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0月31日出具之《公证书》【（2014）深证字第137857号】予以公证。

吴茂清与周祖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吴茂清将其持有友德医5%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周祖斌。 该《股权转让协

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0月31日出具之《公证书》【（2014）深证字第137858号】予以公证。

黄宏亮与周祖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黄宏亮将其持有友德医1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周祖斌。 该《股权转让

协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0月31日出具之《公证书》【（2014）深证字第143260号】予以公证。

2014年11月12日，友德医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友德医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晓婧 425.00 85.00

2 周祖斌 75.00 15.00

合计 500.00 100

4、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年11月12日，友德医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李晓婧将其持有友德医2.2222%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董应心，将

其持有友德医6.6667%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杜建国，将其持有友德医11.1111%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谷糠

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周祖斌将其持有友德医3.8889%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晓婧，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4年11月12日，李晓婧与董应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晓婧将其持有友德医2.2222%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

董应心。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之《公证书》【（2014）深证字第148823号】予以公证。

2014年11月12日，李晓婧与杜建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晓婧将其持有友德医6.6667%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

杜建国。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之《公证书》【（2014）深证字第148824号】予以公证。

2014年11月12日，李晓婧与深圳市谷糠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晓婧将其持有友德医11.1111%的股权以人民

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谷糠科技有限公司。 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之《公证书》

【（2014）深证字第148825号】予以公证。

2014年11月13日，周祖斌与李晓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周祖斌将其持有友德医3.8889%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

李晓婧。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之《公证书》【（2014）深证字第148960号】予以公证。

2014年11月21日，友德医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友德医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晓婧 344.4445 68.8889

2 周祖斌 55.5555 11.1111

3 深圳市谷糠科技有限公司 55.5555 11.1111

4 杜建国 33.3335 6.6667

5 董应心 11.1110 2.2222

合计 500.00 100

5、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4年11月26日，友德医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周祖斌将其持有友德医11.1111%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广东赤岗

宾馆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日更名为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4年11月28日，周祖斌与广东赤岗宾馆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日更名为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约定周祖斌将其持有友德医11.1111%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广东赤岗宾馆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日更名为广东友德医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于2014年11月28日出具之《公证书》【（2014）深证字第156539

号】予以公证。

2014年12月10日，友德医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友德医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李晓婧 344.4444 68.8889

2 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55.5556 11.1111

3 深圳市谷糠科技有限公司 55.5556 11.1111

4 杜建国 33.3333 6.6667

5 董应心 11.1111 2.2222

合计 500.00 100

6、第一次增资

2014年11月28日，友德医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友德医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555.5556万元，由宜华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出资6,000万元认缴，差额计入友德医资本公积金。

经深圳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4]第004号）审验，截至2014年12月16日，

友德医已经收到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的认缴资金合计1,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其中

55.5556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944.4444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4年12月17日，友德医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变更登记。

经深圳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5]第002号）审验，截至2015年3月19日，友

德医已经收到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的认缴资金合计5,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全部计

入资本公积。

(下转A24版）

(上接A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