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的 

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673号），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融证券”、“财务顾问”）作为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要约收购的财

务顾问，就贵部要求财务顾问核查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和核实，现将有关

问题的核查情况和相关意见汇报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的简称

或名词释义与《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释义”

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问题一】 

本次增资完成后，你公司将持有九天控股40%的股权，易见股份实际控制人

冷天辉和冷天晴合计继续持有九天控股60%的股份。公告称，你公司通过协议及

公司章程相关安排取得九天控股的控制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请公

司说明上述关于控制权安排的详细内容，并结合上述协议安排的稳定性、是否

可撤销或者变更等情况，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

明你公司在取得少数股权的情况下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判断依据。请律师发

表意见。 

【核查过程】 

1、查阅并取得了世博旅游集团与九天控股及冷天辉、冷天晴、冷丽芬签署

的《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关于九天投资控

股集团增资扩股事宜的备忘录（一）》。 

2、对世博旅游集团及九天控股主要人员进行访谈并取得访谈记录。 



 

 

【核查情况】 

世博旅游集团与九天控股及冷天辉、冷天晴、冷丽芬已签署《增资扩股框架

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关于九天投资控股集团增资扩股事

宜的备忘录（一）》。 

具体安排为： 

1、九天控股股东及持股情况将调整 

在批准增资方案后，九天控股股东进行调整，冷丽芬女士将持有九天控股全

部股权转让给冷天晴先生。增资完成后，冷天辉先生将持有增资后九天控股

30.62%股权，冷天晴先生持有增资后九天控股29.38%的股权，世博旅游集团持

有增资后九天控股40%的股权。 

2、股东投票权益委托 

世博旅游集团和冷天辉先生、冷天晴先生协议约定，增资扩股完成后，由冷

天晴先生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委托世博旅游集团行使，具体方式为： 

（1）冷天晴先生委托世博旅游集团行使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九天控股投票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的投票权、董事提名权等； 

（2）接受委托后，世博旅游集团实际行使的投票权为九天控股总股权的

69.38%。 

（3）如九天控股股权发生变动，世博旅游集团持有九天控股股权50%以上，

或者冷天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人合计持有的股权比例总计低于世博旅游

集团持有的九天控股股权比例的，本委托终止。 

3、董事会成员推荐 

除了股东会层面，世博旅游集团接受投票权益委托，实际行使的投票权达到

九天控股总股权的69.38%外，在董事会层面，根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及《关

于九天控股集团增资扩股股权安排的备忘录（一）》，增资扩股完成后九天控股董

事会成员5名，其中世博旅游集团将推荐董事3人，冷天辉推荐董事2人。 

【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通上述协议及备忘录是经过各方充分协商达成的合

意，各方确认了在正式协议签署前已充分讨论明确的事项，该等事项将形成后续



 

进一步签署正式协议的基础。协议及备忘录的内容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时，依照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除各方

一致同意外，协议及备忘录不存在可撤销或者变更的情形，相关协议安排稳定。 

 

【问题二】 

根据公告，公司本次增资需对九天控股进行财务审计及资产评估，并以九

天控股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甲方增资金额，本次增资金额预计为40亿元，上下浮动

不超过20%。请公司结合九天控股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易见股份证券市场的交易

价格情况，说明上述预估价格的测算依据，是否包含控制权的相关因素等。 

【核查过程】 

1、查阅并取得了世博旅游集团与九天控股及冷天辉、冷天晴、冷丽芬签署

的《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关于九天投资控

股集团增资扩股事宜的备忘录（一）》； 

2、对世博旅游集团和九天控股的主要人员进行了访谈并取得了访谈记录； 

3、通过Wind资讯查询九天控股持有的易见股份股票市值情况。 

【核查情况】 

1、根据世博旅游集团与九天控股及冷天辉、冷天晴、冷丽芬签署的《增资

扩股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关于九天投资控股集团增

资扩股事宜的备忘录（一）》等协议约定，世博旅游集团拟通过增资的方式取得

九天控股40%的股权。 

2、据九天控股财务负责人的介绍，截至2016年12月31日，九天控股本次纳

入交易范围的主要资产为持有的上市公司易见股份的股权。经查询，2016年12

月31日，九天控股持有的易见股份股票市值约为60亿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九天控股本次拟纳入交易范围的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数据为：总资产171.07亿元，总负债83.82亿元，净资产87.25亿元，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42.42亿元。因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因此需以最终的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来确定拟交易净资产金额。 

3、本次增资为国有单位收购非国有单位资产，需对拟收购资产先行评估并



 

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所出资企业备案后再行确定具体的增资金额。但本

次增资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结束，按照当时交易的进展情况，交易双方在上述

九天控股本次拟纳入交易范围的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易见股份股票市值

的基础上，预估本次增资金额为40亿元，上下浮动不超过20%，未考虑控制权相

关因素。 

【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次增资需履行的事前审计、评估工作尚未结束，

交易双方根据当时的交易进展情况，以九天控股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及易见

股份股票市值为基础进行预估增资金额符合实际情况，预估价格未考虑控制权相

关因素。 

【问题三】 

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华侨城（云南）投资有限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等相

关方是否与易见股份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未来12个月重新安排、定位

或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是否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第一大股东变更、

董事会成员调整、公司生产经营安排等方面的协议或者安排。 

【核查过程】 

1、查阅并取得了世博旅游集团与九天控股及冷天辉、冷天晴、冷丽芬签署

的《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关于九天投资控

股集团增资扩股事宜的备忘录（一）》。 

2、与对世博旅游集团和九天控股相关人员访谈并取得访谈记录。 

【核查情况】 

1、通过查阅世博旅游集团与九天控股及冷天辉、冷天晴、冷丽芬签署的《增

资扩股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关于九天投资控股集团

增资扩股事宜的备忘录（一）》，未发现世博旅游集团、华侨城云南公司、华侨城

集团等相关方与易见股份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有关未来12个月重新安

排、定位或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未发现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第一大股东



 

变更、董事会成员调整、公司生产经营安排等方面达成协议或者安排。 

2、经与世博旅游集团和九天控股相关人员访谈，截至目前，世博旅游集团、

华侨城云南公司、华侨城集团等相关方与易见股份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就有关未来12个月重新安排、定位或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不存在

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第一大股东变更、董事会成员调整、公司生产经营安排等方面

达成协议或者安排。 

【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截至目前，世博旅游集团、华侨城云南公司、华侨

城集团等相关方与易见股份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就有关未来12个月

重新安排、定位或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第一

大股东变更、董事会成员调整、公司生产经营安排等方面达成协议或者安排。 

【问题四】 

你公司在摘要中披露称，“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增持或

处置易见股份的详细计划”，但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和易见股份的发展需求增

持易见股份的可能”。请你公司明确披露，目前是否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易见

股份的计划。如有，请按照相关规定补充披露明确计划。 

【核查过程】 

查阅并取得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华侨城云南公司出具的《关于未来12

个月内是否增持或处置易见股份的计划的说明》。 

【核查情况】 

1、除《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的因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需以全面

要约方式增持易见股份的股份外，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华侨城云南公司未来

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或处置易见股份的计划。 

2、收购人已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

容”之“五、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及“第三

节 要约收购目的”之“三、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



 

公司股份”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修订披露。 

【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除《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的因触发全面要约

收购义务，需以全面要约方式增持易见股份的股份外，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

华侨城云南公司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或处置易见股份股票的计划。 

【问题五】 

根据你公司与九天控股披露的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在2016年12月31日至本次

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前九天控股对现有煤炭、房地产业务的剥离正常实施，

上述资产剥离对标的公司审计评估结果的影响，将以剥离资产的最终作价为依

据，对整体审计评估结果进行调整。请明确说明上述事项是否构成本次要约收

购的前置条件。如是，请补充说明相关风险并在摘要中进行重要提示。 

【核查过程】 

1、查阅并取得了世博旅游集团与九天控股及冷天辉、冷天晴、冷丽芬签署

的《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关于九天投资控

股集团增资扩股事宜的备忘录（一）》； 

2、对世博旅游集团和九天控股相关人员访谈并取得访谈记录。 

【核查情况】 

1、《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世博旅游集团、冷天辉、冷天明和冷丽芬及

九天控股共同确认：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及法律尽职调查的基准日为2016年12

月31日，在2016年12月31日至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现有煤炭、房地产业务

的剥离正常实施，对资产的评估审计的影响以实际结果对总的审计评估结果进行

调整。 

2、因《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约定存在一定文意歧义，后经交易双方协商

一致，签署《关于九天投资控股集团增资扩股事宜的备忘录（一）》并约定：拟

剥离资产不纳入财务审计及资产评估范围，剥离事宜不影响审计、评估结果。 

因此，上述事项不构成本次要约收购的前置条件。 

【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对煤炭、房地产业务的剥离不影响审计、评估结果。

因此，上述事项不构成本次要约收购的前置条件。 

【问题六】 

请说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股股东与易见股份及其董监高、易见股份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核查过程】 

1、查阅并取得世博旅游集团的实际控制权结构图； 

2、易见股份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说明；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世博旅游集团、华侨城云南公司、

九天控股及易见股份之间是否存在投资行为，及上述主体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在交易对方企业交叉任职情况。 

4、查阅并取得世博旅游集团出具的关联关系的说明。 

【核查情况】 

1、世博旅游集团的实际控制权关系如下： 

 

2、易见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 冷天辉 独立董事 胡钢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 徐蓬 董事 樊平 

独立董事 林楠 董事 苏丽军 

独立董事 李洋 监事长 冷丽芬 

监事 王刚 监事 曾坷 

副总经理 宋浩 
副总经理、首席风险

官 
王跃华 

副总经理 马赛荣 财务总监 欧亚琳 

董事会秘书 徐德智   

3、易见股份控股股东九天控股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执行董事 冷天辉 监事 冷丽芬 

经理 冷天晴   

4、根据世博旅游集团出具的说明，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华侨城云南公

司与易见股份及其董监高、易见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5、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世博旅游集团、华侨城云南公司、

九天控股及易见股份之间是否存在投资行为，及上述主体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是否在交易对方企业交叉任职情况，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华侨城云南

公司与易见股份及其董监高、易见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华侨城云南公司与易见股

份及其董监高、易见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七】 

请自查核实并补充披露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及其董监高等主体在易见股份本

次停牌前6个月交易易见股份股票的情况。 



 

【核查过程】 

1、查阅并取得世博旅游集团及其控股股东的股票账户，世博旅游集团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系亲属名单； 

2、世博旅游集团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在易见股份本次停

牌前6个月交易易见股份股票的情况说明； 

3、华侨城云南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在易见股份本次

停牌前6个月交易易见股份股票的情况说明。 

【核查情况】 

1、世博旅游集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董事长 张  睿 董事 宗  坚 

董事 姚  军 董事 何海滨 

董事 程大厚 董事、总经理 葛宝荣 

副董事长 魏  忠 监事会主席 王晓雯 

监事 吴  通 监事 王  睿 

副总经理 金  立 副总经理 永树理 

财务总监 范振中   

2、华侨城云南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董事长 段先念 董事 倪  征 

董事兼总经理 程大厚 监事 何海滨 

3、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华侨城云南公司在本次停牌前6个月内均未交易

易见股份股票； 

4、经自查，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在本次停牌前6个月内均未交易易见股份股票； 

5、收购人已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

上市公司股份情况”中补充披露。 



 

【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世博旅游集团及控股股东华侨城云南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在易见股份本次停牌前6个月内不存在交易易见股份

股票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协办人：    

 李  贺  赵思恩 

    

财务顾问主办人：    

 何辛欣  杨俊玲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