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代码：000673

股票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2017-16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与井冈山市星斗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星斗企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星斗企业
持有的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当代”）49%股权，股权转让
价款为人民币 29378.22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召开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井冈山市星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81MA36WN005G
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新城区延安路 1 号农业开发办幢（井冈山市国
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内）
投资人：崔玉杰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文化娱乐经纪代理人服务
*财务咨询服务*税务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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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斗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崔玉杰。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河北当代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347600769T
法定代表人：崔玉杰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06 月 25 日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塔北路 99 号新天地自然康城 23-103
经营范围：电视节目制作，电影制片，影视服装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
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发布国内户外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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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本次交易前后河北当代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河北当代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1,530

51%

井冈山市星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1,470

49%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3,000

100%

本次交易后，河北当代的股权结构

（二）河北当代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40,775,600.06

264,497,905.18

负债总额

267,996,185.97

202,005,201.85

应收账款

101,504,250.00

41,418,900.00

净资产

72,779,414.09

62,492,703.33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73,387,452.84

71,886,792.44

营业利润

13,718,085.28

29,635,397.32

净利润

10,286,710.76

22,214,929.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04,683.18

1,105,996.27

（三）目标公司审计及评估情况
（1）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河北当代最近三年
及一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字[2017]第
1-02012号审计报告。
（2）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卓信大华”）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17)第1085号评估报告，河北当
代 在 评 估 基 准 日 的 股 东 全 部 权 益 评 估 前 账 面 价 值 7,277.94 万 元 ， 评 估 价 值
58,200.00万元，评估增值50,922.06万元，增值率699.68%。
基于前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为29378.22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井冈山市星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受让方：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保证人：崔玉杰
目标公司：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
1.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目标
公司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权：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井冈山市星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49%

合计

--

49%

2.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转让方负责向工商登记机
关办理关于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该等工商变更包括且不限于股权的变更登
记、章程修改、公司组织机构及人员设置的变更），并领取反映本次交易的更新
后的营业执照。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自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起，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并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
结构变更为如下：
目标公司

股东姓名/名称

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合计

--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3000

100%

3000

100%

3. 各方一致同意，自评估基准日之日起至交易完成日期间，目标公司产生
的收益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享有，亏损由转让方承担。评估基
准日前的滚存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享有，亏损由转让方承
担。保证人对上述亏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新公司章程的签署
1. 在受让方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对目
标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如下设置：维持目标公司关于执行董事的组织机构设置；
目标公司财务总监由受让方负责推荐，同时转让方承诺并促使公司总经理根据受
让方的推荐向董事会提名财务总监，双方应当促使其委派的董事同意上述高级管
理人员的安排。本此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可通过股东会决议对目标公司组

织机构进行调整并修订公司章程。
2. 转让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由受让方和转让方共同签
署目标公司的新的公司章程，以反映《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目标公司原
章程在《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新的章程日起失效。
3. 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负责就《股
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事项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办理相关的变更
登记（备案）手续，受让方对此应尽最大商业努力予以配合。
（三）转让方业绩承诺、利润补偿
1. 就本次交易，转让方对目标公司净利润承诺如下：2017 年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2018 年不低于人民币 7200 万元，2019 年不低于人民币 8640 万元。
除非法律存在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所述“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特指除取得政府补助的税务返还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避免
歧义，以下费用不包括在计算利润数的扣除数中：(1)由于会计上确认合并而导
致的相关的折旧和摊销和减值；(2)由于未来员工股权激励而导致的相关费用（如
适用）。
2. 目标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各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的计算方法
应以当时有效的中国会计准则为基础进行编制和测算，并以受让方聘请的会计师
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或《审计报告》为准。
3. 《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是在转让方承诺的目标公司
2017、2018、2019 年度业绩目标（以下简称“业绩承诺目标”）基础上确定的。
如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专项审核后，若目标公司的 2017-2019 年度中任意
一年度未达到业绩目标的，转让方应就 2017-2019 期间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与承
诺净利润的累计差额对受让方进行一次性补偿，保证人对转让方的业绩补偿责任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股权转让价款
1. 各方同意，标的股权的之股权转让价款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目标公司 49%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9378.22 万元。
2. 受让方按照如下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受让方负责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以盟
将威项下部分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进行等额支付。
（五）协议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自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成立，自
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协议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标的为盟将威控股子公司河北当代的少数股权，河北当代的主营业
务为电视剧及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及发行，拥有稳定的发行渠道和专业化的营销
团队，自成立以来盈利状况稳定，储备有丰富的影视剧资源。交易完成后，河北
当代将成为盟将威全资子公司，有助于提升公司及盟将威在影视剧投资制作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第四十二董事会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3．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拟收购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评
估项目评估报告。
4．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