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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百视通      公告编号：临 2015-043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308,356,457 股 

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32.43 元 

   预计上市时间和限售期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相关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的预计上市可

交易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2015 年 5 月 1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百

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3951 号。

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12 日，百视通已收到十名认购对象认缴

股款人民币 9,925,000,000.00 元（已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75,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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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款由联席主承销商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汇入，其中：计入股本的金

额为 308,356,457 元，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 9,616,643,543.00 元。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简称 

上海文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简称 文广投资中心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 上海国和基金 

交银文化（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 交银文化基金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绿地金控 

上海上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简称 上汽投资 

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光控投资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长江养老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 招商基金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国开金融 

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 中民投资本 

 

一、 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重组总体方案包括：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换股吸收合并相关的百视通股东收购请求权、

东方明珠股东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东方明珠已于 5 月 8 日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的申请文件，于 5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主动

终止上市申请的通知》，并于 5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15】199 号《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对东方明珠股票予以终止上市，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5 年 5 月 20 日对东方明珠股票予以摘牌，东方

明珠股票终止上市。后续，百视通将正式启动换股事宜，即在实施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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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依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的 3.05：1 的换股比例实施换股，即

每 1 股百视通新增发行股份换取 3.05 股东方明珠股份，并申请因换股吸

收合并而对应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事宜及后续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过户

手续正在办理中，本公司将根据相关工商等过户手续的进展适时申请办

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事宜及后续工商备案/登

记手续。 

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障碍和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  内部决策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4 年 11 月 21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同时实施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 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2014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表决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 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批准 

2014年 11月 1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具“新广电函[2014]567

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报送上海广播电视台百视通和东方明

珠两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材料的函》，拟原则同意百视通、东方

明珠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 12 月 2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具“新广电函[2014]620

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同意上海广播电视台百视通和东方明



 4 

珠两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核意见》，同意百视通、东方明珠两家

上市公司合并，实行重大资产重组。 

（2）上海市国资委的批准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沪国资委产权[2014]324

号”《关于同意百视通与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方案的函》，

同意《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4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沪国资委产权[2014]416

号”《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函》，原则同意百视通换股吸收合

并东方明珠的方案。 

（3）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2014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产权[2014]1189 号”

《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意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

珠的方案。 

（4）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2015 年 4 月 1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商反垄审查函[2015]第 18

号”文，对本次重组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作出不予禁止决定。 

（5）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5 年 4 月 3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委员会 2015 年第 25 次会议审议，并获无条件通过。2015 年 4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文

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吸收合

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40

号），核准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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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308,356,457 股。 

4、发行价格：人民币 32.43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百视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4 年 11 月 22 日。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32.43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

票交易均价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 

6、承销费用：人民币 75,000,000 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925,000,000 元。 

8、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1、验资情况 

（1）截至 2015 年 5 月 11 日，十名认购对象已分别将认购款汇入对

应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3950 号）。根据该报

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11 日，海通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

开发行认购款共计人民币 5,700,000,091.75 元，国泰君安证券指定的银行

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款共计人民币 4,299,999,908.25 元，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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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款合计 10,000,000,000.00 元。 

（2）2015 年 5 月 1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3951

号）。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12 日，百视通已收到十名认购对

象认缴股款人民币 9,925,000,000.00 元（已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75,000,000

元），该股款由联席主承销商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汇入，其中：计入股

本的金额为 308,356,457 元，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 9,616,643,543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已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四)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国泰

君安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并在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下进行实施。参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并涉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认购对象，均依法合规地履行了备案程序。

认购对象用以认购本次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含公司负债），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未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百视通及东方明珠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百

视通、东方明珠的关联方，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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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发行法律顾问通力律师认为： 

上海文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交银文化（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上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4 名认购对象已经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要求，完成了私募基金备案；绿地金融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中民

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 6 名认购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

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

私募基金备案。 

截至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用以认

购本次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

公司负债），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未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百视通及东方明珠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百视通、东方明珠

的关联方，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百视通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

定；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其补充

协议、《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募集

资金已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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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为 308,356,457 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1.68%。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注】 
锁定期 

1 文广投资中心      98,674,067  6.94%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2 上海国和基金      37,002,775  2.60%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 交银文化基金      30,835,646  2.17%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4 绿地金控      30,835,646  2.17%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5 上汽投资      24,668,516  1.73%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6 上海光控投资      18,501,387  1.30%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7 长江养老      18,501,387  1.30%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8 招商基金      18,501,387  1.30%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9 国开金融      15,417,823  1.08%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10 中民投资本      15,417,823  1.08% 
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合计    308,356,457  21.68% 
 

注 ： 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份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后 的 总 股 本 为

1,422,092,532 股。 

 

(二) 发行对象情况 

1、 发行对象具体情况 

（1） 文广投资中心 

企业名称 上海文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3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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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海通创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298 号 30幢 1703 室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月 20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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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6000264453 

组织机构代码 31210152-1 

（2） 上海国和基金 

企业名称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281,75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致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60 号 24楼 A 座 

成立日期 2011 年 6月 27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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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05675 

组织机构代码 57745004-9 

（3） 交银文化基金 

企业名称 交银文化（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103,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博礼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维）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闸北区彭江路 602 号 5 幢 1层 032 室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月 28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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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32766 

组织机构代码 32076149-0 

（4） 绿地金控 

企业名称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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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耿靖 

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888 室（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 

成立日期 2011 年 4月 18 日 

经营范围 
金融资产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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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230000464870 

组织机构代码 57271017-1 

（5） 上汽投资 

企业名称 上海上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80,06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南路 888号 1107 室 

成立日期 2014 年 9月 30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

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研、社会

调查、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放开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4002794388 

组织机构代码 31252040-0 

（6） 上海光控投资 

企业名称 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爽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10 号 25 楼 F1 区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19182 

组织机构代码 07120546-8 

（7） 长江养老 

企业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11 

注册资本 78760.9889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力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 7 楼 A 区、B 区 

成立日期 2007 年 5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

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

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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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091857 

组织机构代码 66246731-2 

（8） 招商基金 

企业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光华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400009761（2-1） 

组织机构代码 71093625-X 

（9） 国开金融 

企业名称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780,372.9651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胡怀邦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0 层 

成立日期 2009 年 8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投资业务；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咨询、顾问服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42217（4-1） 

组织机构代码 71782542-1 

（10） 中民投资本 

企业名称 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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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天凛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 号 23 层 2303 室 

成立日期 2014 年 7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商务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实业投

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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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28592 

组织机构代码 39868478-X 

 

2、 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中文广投资中心与百视通存在关联关系，具体如下图所示： 

 

除此之外，其他发行对象与百视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文广集团

百视通

41.92%

海通创意资本

18.75%

文化产业基金

GP

5.54%

LP

13.84%

文广投资中心

LP

9.38%

GP LP

15.53%

东方明珠

55.32%

华人文化产业股权投资（上

海）中心（有限合伙）

CHS Holdings Ltd.

黎瑞刚

董事长、总裁

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

董事

100.00%

尚世影业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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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

未来交易的安排 

文广集团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文广集团最近一年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详见上市公司相关公告。 

除此以外，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最

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 A 股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数量（万股） 占比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688.51 41.9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7.26 2.51% 

上海诚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7.96 1.96% 

张坚 境内自然人 1,835.45 1.65% 

张蓓 境内自然人 1,712.71 1.54% 

成都元泓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18.43 1.2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858.66 0.77%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5.93 0.62% 

瑞士盈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 
境外法人 627.40 0.56% 

张国建 境内自然人 627.10 0.56% 

合计 59,429.41 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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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15 年 5 月 18 日），公司 A 股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

例（%） 
股份限售情况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6,885,075  32.83 无限售 

上海文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674,067  6.94 限售期 36 个月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02,775  2.60 限售期 36 个月 

交银文化（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35,646  2.17 限售期 36 个月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35,646  2.17 限售期 36 个月 

上海上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24,668,516  1.73 限售期 36 个月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55,383  1.40 无限售 

上海诚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79,577  1.39 无限售 

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01,387  1.30 限售期 36 个月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

养老金色定增一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8,501,387  1.30 限售期 36 个月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40,086,339 40,086,339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231,267,344 231,267,344 

3、其他 0 37,002,774 37,002,77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0 308,356,457 308,356,457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13,736,075 0 1,113,736,075 

股份总额  1,113,736,075 308,356,457 1,422,09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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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 次 换 股 吸 收 合 并 东 方 明 珠 而 增 发 的 股 票 数 量 预 计 为

1,044,699,958 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票数量为 159,746,126

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票数量为 308,356,457 股，综上，

本次重组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1,512,802,541 股。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1,422,092,532

股；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2,626,538,616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

订。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

率有所下降，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本公司后续业务发展所需资金

得到有力保障。 

根据备考模拟数据，2014 年 12 月 31 日备考口径的百视通的资产负

债率将有所提高，重组完成后的新上市公司面临一定的资本结构变化带

来的整合风险。但从中长期看，标的资产通过整合后将发挥协同效应，

募投项目也将带来盈利增长，最终将逐步提高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整体盈

利水平。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有利保障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战略的实施；本次重组完成后，四家标的公司成为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将通过对标的公司的业务整合和梳理，发挥协同效应，

实现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战略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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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将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成

为文广集团统一的产业平台和资本平台，以强大的媒体业务为根基，以

互联网电视业务为切入点，实现受众向用户的转变以及流量变现，构筑

互联网媒体生态系统、商业模式、体制架构，打造最具市场价值和传播

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将增加与发行数

量等量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其他原有股

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但是上述变化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

化，文广集团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有

利于优化本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更顺利地实施

本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暂不存在因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而调整

其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计划。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对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结构产生影响。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均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不会因此产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次重组完成后，对存续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如下： 

1、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百视通最近两年备考报表中关联交易情况相比备

考前百视通、东方明珠及四个标的公司关联交易的汇总数的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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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期间 类别 

备考前汇总数 备考百视通 

关联交易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例 
关联交易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例 

2014 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28,256.25  2.57%     28,160.94  2.57% 

2013 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27,054.67  2.70%     22,829.64  2.28% 

2014 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59,969.53  3.83%     54,321.73  3.48% 

2013 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52,911.06  3.78%     50,794.94  3.64% 

根据上表，本次重组将有效减少关联交易。2014 年及 2013 年，重

组后的百视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28,160.94 万

元、22,829.64万元，较重组前汇总数下降 95.31万元和 4,225.03万元，

重组后的百视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同期营业成本的

2.57%和 2.28%，2013 年比例较重组前汇总数下降 0.41 个百分点；2014

年及 2013 年，重组后的百视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

为 54,321.73 万元、50,794.94 万元，较重组前汇总数下降 5,647.80 万

元和 2,116.12 万元，重组后的百视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

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 3.48%和 3.64%，较重组前汇总数下降 0.35 和 0.14

个百分点。 

本次发行完成后，预计上市公司与文广集团之间不会出现重大关联

交易。如文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

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为了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维护百视通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文广集团已出具了《避

免关联交易承诺函》，且正在积极履行中。 

2、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的百视通主营业务为：影视剧制作与发行、媒资内

容版权经营与分销、新媒体渠道与平台运营（数字付费电视、IPTV、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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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电视、网络视频、手机电视）、广播电视信号传输、新媒体广告、

游戏娱乐、电视购物及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控股股东文广集团下属

业务板块除重组后百视通的上述业务外，主要为：频道、频率节目制作

及运营（含报纸、刊物及音像的出版），频道、频率的广告经营以及文

化演艺等业务（以下简称“文广集团主营业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与文广集团主营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情况。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同业竞争，消除文广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单位侵

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的可能性，文广集团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且正在积极履行中。 

关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告的《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

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开国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23212246 

传真：       021-63411061 

项目联系人： 张杨、刘文才 

（二）联席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万建华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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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765 

项目联系人： 蒋薇、何欢 

（三）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通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俞卫锋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联系电话： 021-31358666 

传真： 021-31358600 

项目联系人： 陈巍、王利民 

（四）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住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联系人： 张雯、戴祺 

（五）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住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联系人： 张雯、戴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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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百视通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3951 号）； 

（二）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

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一)》； 

（三）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

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百视通新媒

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

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0 日 

      报备文件 

1、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2、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