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大晟文化       股票代码：600892      公告编号：临2018-032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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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晟文

化”）于 2018年 7月 4日披露了《关于拟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30），现对该公告内容进行补充披露，具体内

容如下： 

一、关联方（转让方）介绍的补充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方为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勋实

业”），凯勋实业股东为吕响平（持股 70%）和任虹（持股 3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凯勋实业总资产为 12,831.19 万元，

净资产为 9,983.09万元，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为-16.86万元。 

注：以上凯勋实业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凯勋实业为持有对公司具

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曦影

业”）10%以上股权的法人，本次交易方凯勋实业为公司关联法人。除

以上关联关系外，凯勋实业及其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凯勋实业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二、受让方介绍的补充说明 

（一）深圳市宝诚红土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已通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具备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登

记编号：P1061150）。 

成立时间：2017年 05月 08日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 35

楼 10--11单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投资方向：投资影视文化、文化创意等文化产业内的优质项目。 

投资方式：宝诚红土文化基金的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通过认购

增资或以股权受让等方式向被投资企业进行投资，以取得被投资企业

相应比例的股权。 

宝诚红土基金总规模为 12 亿元，其中首期出资规模 2.4 亿元。

各合伙人出资情况见下表，目前首期出资资金已经到位，本次购买康

曦影业 13.9776%股权出资来自宝诚红土基金的首期出资款。 

出资人 出资方式 
占全部出资额

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1,200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7.33% 20,800 

深圳市罗湖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24.17% 29,000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24.17% 29,000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33.33% 40,000 

合计  100.00% 120,000 

目前，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

为大晟文化控股股东，拥有大晟文化 48.96%表决权（其中 39.93%表

决权由周镇科授权给大晟资产行使）。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宝诚红土基金总资产为 23,987.47 万

元，净资产为 23,980.40万元，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为-19.60

万元。 

（二）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井阳 

成立时间：2016年 9月 12日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 6 号物资控股臵地大厦 21

层 07室 

股东：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1%）、深圳市海潮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9%）、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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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4,039.70万元，净资产为 1,077.04万元，营业收入为 243.10

万元，净利润为-108.34万元。 

 

三、交易标的介绍的补充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康曦影业 13.9776%股权。 

截至目前，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悦融投资”）持有康曦影业 36%股权，康曦影业的股东结构

如下： 

 



 

由于康曦影业在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到康曦影业之股东（王小康、王劲茹）承诺的

2017年度的净利润 9200万元，即王小康及王劲茹未能实现其承诺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目标。基于上述事实，各方协商一致，王小康、

王劲茹与悦融投资、凯勋实业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王小康、王

劲茹需对悦融投资、凯勋实业作出业绩补偿，康曦影业的股权结构需

作相应调整，康曦影业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调整后的康

曦影业股东结构如下（截至目前，该业绩补偿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

在进行中，尚未完成。）： 

康曦影业股东 持股比例（%） 

王小康 40.8000 

王劲茹 10.2000 

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0000 

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 

深圳市坪山新区红土创新发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合计 100.0000 

康曦影业股东 持股比例（%） 

王小康 30.2935 

王劲茹 7.2750 

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4539 

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 13.9776 

深圳市坪山新区红土创新发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合计 100.0000 



待以上业绩补偿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宝诚红土基金拟受

让凯勋实业持有的康曦影业 13.9776%股权。相应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表所示： 

 

四、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的补充说明 

依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出具的《拟

对合并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资产评估报

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8】第 B1066号）（以下简称“《资产评

估报告》”），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的

前提下，截止评估基准日，康曦影业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形成权益的可

回收价值为 106,604.89 万元，以此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本次

受让凯勋实业持有的康曦影业 13.9776%股权交易价格为 12,804.23

万元。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康曦影业深圳有限

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形成的权益在评估基准日回收价值的最终评估

结论。 

测算依据：根据该价值类型的定义需要分别估算被评估资产在被

康曦影业股东 
受让前持股比例

（%） 

受让后持股比例

（%） 

王小康 30.2935 30.2935 

王劲茹 7.2750 7.2750 

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4539 45.4539 

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 13.9776 0 

深圳市坪山新区红土创新发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深圳市宝诚红土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3.9776 

合计 100.0000 100.0000 



评估企业现有管理者管理、运营下，在被评估资产的寿命期内可以预

计的未来经营净现金流量的现值和被评估资产市场价值(公允价值〉

减去处臵费用和相关税费后净额，并按照孰高的原则确定委估资产的

可回收价值。如果被评估资产含有非经营性资产，则非经营性资产的

可回收价值单独采用市场法或收益法估算。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和公开、公平、公正及合

理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资产评估报告》作为定价参考依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康曦影业总资产为 94,680.41 万元，总资

产的 13.9776%为 13,234.05 万元；康曦影业净资产为 22,400.92 万

元，净资产的 13.9776%为 3,131.11万元；康曦影业经评估的可回收

价值为106,604.89万元，可回收价值的13.9776%为14,900.81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为 12,804.23万元，对比净资产增值 308.94%，对比总

资产、评估可回收价值均未有增值。 

五、授权事项 

为确保本次股权受让事项能够高效、顺利地实施，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宝诚红土基金管理层全权代表宝诚红土基金签署、执行、调整、

终止与本股权受让事项相关的法律性文件，并办理或在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范围内转授权其他人员办理相关事宜。 

六、关联交易背景及目的 

虽然 2017 年康曦影业未完成业绩承诺，基于看好康曦影业丰富

的作品和 IP 储备，且其研发能力突出，具备较强的制作影视作品能

力，未来持续发展可期，宝诚红土基金拟受让凯勋实业持有的康曦影

业股权。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公司影视文化业务，加强对康曦

影业的控制力，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进一步协同效应，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