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编号：2017-057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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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7月 5日起停牌，并于 2017年

7 月 19 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2017 年 8 月 5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7），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8 月 5 日起继续停

牌，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2017 年 9 月 5 日，经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6），申请公

司股票自 2017年 9 月 5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2017 年 9月 12

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7-052），申请公司股票拟自 2017 年 10 月 5 日

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17 年 9 月

28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7-056），同意申请公司股票拟

自 2017年 10月 5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如下： 

1、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影视”）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为刘燕铭。海润影视是一家以内容制作为主，以电视剧投资、制作及发行为核心

业务，同时辅以广告、艺人经纪等影视衍生业务的专业性影视制作公司。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海润影视形成了规模化的电视剧业务能力，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已逾

百部，是目前中国年产量较大的电视剧制作公司之一，在电视剧业务流程各相关

领域建立起较强的竞争优势。 

2、北京悦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悦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凯影视”）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为贾士凯。悦凯影视是一家主要从事影视剧内容制作到影视剧发行的影视文

化公司，公司业务主要分为影视剧制作与发行以及艺人经纪业务，其作品主要以

在新媒体平台、卫视频道发行为主。悦凯影视依托其成熟的影视剧开发制作及发

行团队、艺人经纪及服务团队，形成了集影视作品制作及发行、艺人经纪及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影视业务开发能力。 

3、宏宇天润（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宏宇天润（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宇天润”）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为刘瑞雪。宏宇天润是一家专注于 IP全维度运营的文化传媒公司，

主要从事优质文学作品的 IP运营服务，致力于通过联合影视、游戏、文学、动

漫等多方娱乐板块，实现泛娱乐产业各环节的深度联动，打造最专业的泛娱乐化

全产业链新生态，其主营业务包括 IP运营、剧本制作等，并计划通过联合投资

等方式逐渐进入影视制作领域。 

上述三家标的资产的所属行业均为归属于证监会行业分类指引中的“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R)”。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间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交易对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拟为包括标的资产控股股东刘燕铭、贾士凯、

刘瑞雪在内的多名自然人及机构。 

（三）交易方式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标的资产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

市。 

目前公司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公司与交易对

方的沟通和谈判工作尚在进行中，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不排除未来对标的资



  

产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   

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研究、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已与国泰君安证券、中伦律师事务所、中联资产评估公司、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达成服务意向，并开展了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中。 

三、签订《重组框架协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司与标的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刘燕铭、

贾士凯、刘瑞雪分别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1、与海润影视之框架协议 

甲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刘燕铭 

2、与悦凯影视之框架协议 

甲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贾士凯 

3、与宏宇天润之框架协议 

甲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刘瑞雪 

（二）重组初步方案 

双方初步协商一致同意由甲方通过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目标

公司全部或部份的股权或权益。其中，甲方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董事会审

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的股票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60 个交易日或 120个交易日的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具体价格由各相

关方另行协商确定。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参

考，由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重组不会导致甲方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双方同意对本次重组具体方案、

基准日、股份发行价格及数量、限售期、业绩承诺等事项进行积极沟通、论证和

协商，具体方案以各相关方正式签署的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三）后续工作安排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承诺配合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以 2017 年 9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开展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洽谈

工作。 

乙方承诺，其本身并应尽最大努力积极促使其他股东（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

签署之日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及本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新增股东）同意将其所持目

标公司股权出售予甲方并互相放弃优先购买权，以实现本次重组之目的。 

（四）协议的实施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双方应根据本协议约定的内容另行签署具体协议或出

具相关承诺。 

（五）协议解除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解除本协议。自本协议签署日起，任何一方不能单

方面解除本协议，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义务，或其作出虚假的

声明与保证，则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守约方的一切实际

损失并承担由于其违约而引起的一切经济、行政或法律责任。 

（七）协议成立、生效或终止 

甲乙双方均确认，本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

依约履行。 

本协议自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本协议自以下任一条件成就之日终止： 

（1）本次股权转让的正式交易协议签署并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3）因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监管政策变化等）而无法



  

继续履行。 

  

本次签署的《重组框架协议》仅为各方经过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不具有法

律效力，最终重组方案以相关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四、继续停牌的原因 

自本次停牌以来，公司已围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开展多项工作，鉴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繁琐、复杂、工作量较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6 年 5月 27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证发〔2016〕19号）第

十三条“上市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期满 3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符合以

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延期复牌”之“（一）涉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事前审批，

且取得其书面证明文件”的规定，本次拟申请继续停牌，具体理由及必要性如下：  

1、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涉及

的相关问题仍需相关各方进一步沟通、协商和论证； 

2、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有文化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北京市文资办”）。根据北京市文资办的相关规

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需取得北京市文资办的前置审批，相关标的资产的评

估结果需要上报北京市文资办相关部门核准。公司预计无法在 10 月 5 日前完成

国资审批程序并披露本次重组预案。 

为确保本次重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停复牌业务指引》，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自 2017年

10月 5日起不超过两个月。 

五、财务顾问关于公司继续停牌的核查意见 

经国泰君安证券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公司自 2017

年 7月 5日停牌以来，严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要求编制信息披露文件。

但由于本次重组涉及前置审批，同时所涉及的尽职调查、评估及审计等工作程序

复杂，工作量较大，具体交易方案论证及中介机构相关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公司

与交易对方达成完善的交易协议仍需要一定时间。因此，预计无法在停牌期满 3

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次延期复牌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细化本次重

组相关工作，并能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避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鉴于上述情况，国泰君安证券认为公司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具有真实

性。公司及有关各方正按计划积极推进相关重组事宜，但考虑到本次重组的复杂

性，公司继续停牌具有合理性。公司申请延期复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国泰君安证券将督促公司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遵守相关规定及承诺，在本次重组各项工作完成之后，于 2017年 12 月 5日之前

尽快复牌。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停牌的核查意见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各方有序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充分关注事项进展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和停牌公告； 

2、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繁琐、复杂，相关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且

需取得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的前置审批，公司预计无法在 10 月

5日前披露本次重组预案。为确保本次重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

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继续

停牌，停牌时间自 2017 年 10月 5日起不超过两个月； 

3、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相关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尚待完成的工作及具体时间表 

公司将完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包括具体方案、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等事项，进一步就交易细节与交易对方进行协商，并积极与相关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沟通，争取尽早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公司将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规定，编制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预计在 2017 年

12 月 5 日之前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方案，并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

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八、预计复牌时间 

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时间自 2017年 10月 5 日起不超过两个月。公司将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

牌业务指引》等规定，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争取早日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复牌。 

九、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情况 

2017 年 9 月 20 日下午 14：00-15：00，公司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重大资

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公司副董事长王森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

海涛先生，财务部总经理阎瑞杰女士，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陈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相关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月 21日发布的 2017-055号公告。 

十、已履行的披露程序 

2017年 7月 5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

2017年 7月 12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

2017年 7月 19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2017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发布《关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5）。2017年 7月 26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6）。2017 年 8 月 5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7-037）。2017 年 9 月 5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6）。2017年 9月 9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1）。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发布《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2）。2017年 9月 19日，公司发布《关于召开

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2017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发布《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

复牌业务指引》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