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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14∶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 6 号物资控

股臵地大厦 21 层公司会议室 

三、 会议议程 

1、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2、由律师宣布到会股东及代表资格审查结果； 

3、推选监票人； 

4、主持人宣读以下议案，并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审议《关于拟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回答提问； 

6、宣布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7、现场投票表决并进行监票、计票工作； 

8、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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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监票人宣布会议表决结果； 

10、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11、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2、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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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将进行以下事项的表决:  

审议《关于拟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监票人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 

监票人的任务是:  

１、负责“表决票”的核对、发放; 

２、负责核对股东出席人数及所代表的股份数;  

３、统计清点票数,检查每张“表决票”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４、计算各表决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三、大会印发的表决票，已将大会的所有表决内容列入，每位参

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均领有表决票一张。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表

决票上的各项表决和选举内容,可以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但只能

选择其中一项。同意、反对或弃权意见，请在表决票相应的空格处划

"√"。不按上述要求填写的表决票视为无效票。 

四、表决票填写完毕后，请股东或股东代表将填写的表决票交给

监票人。 

五、投票结束后，由监票人进行清点计票，并将现场投票结果上

报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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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待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将现场及网络

投票合并的投票结果发至会议现场，监票人将本次股东大会最终投票

结果向大会宣布。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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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拟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文化”或“公司”）

控股孙公司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宝诚红土文

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诚红土基金”）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宝诚红土基金拟受让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凯勋实业”）持有的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曦影

业”）13.9776%股权，受让价格为 12,804.23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转让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吕响平 

股东：吕响平（持股 70%）、任虹（持股 30%） 

成立时间：2016 年 3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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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凯勋实业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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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康曦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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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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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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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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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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为-108.34 万元。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凯勋实业持有的康曦影业 13.9776%股权。康曦

影业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139.7849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小康 

成立时间：2015 年 4 月 13 日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各类广告业务（法律法规、

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限制项目）；为电影拍摄提供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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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服装、器材的租赁（不含金融租

赁）；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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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

务、礼仪服务、策划创意服务（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广播电视节

目的制作；电影的制作、发行与放映；剧本创作；培训服务（涉及资

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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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曦影业股东 持股比例（%） 

王小康 40.8000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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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3 日，该业绩补偿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尚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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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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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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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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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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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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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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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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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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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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风险提示 

1、交易审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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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宝诚红土基金内部审批，存在不

确定性的风险。 

2、行业政策风险 

行业竞争的加剧及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康曦影业项目

的后期发行。行业规定的更新或新政也可能导致影视行业面临新的挑

战。 

3、影视剧作品销售的风险 

对于影视企业来说，作品是否为市场和广大观众所需要及喜爱，

是否能够畅销并取得丰厚投资回报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