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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9-03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可能发生变化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5 月 15 日，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广控股”）的《关于我司股权拟调整的告知函》，2018 年 11 月 19

日，和平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财富”）将其所持国广控

股 50%的股权转让给和融浙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融浙联”）

的全资子公司拉萨融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融威”），

由和平财富和拉萨融威签署了《关于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截至 2019年 5 月 15日，转让的股权尚未办理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该国广控股 50%股权仍在和平财富名下。但和平财富已出

具《关于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期间权益确认的函》，将和平财富持有国广

控股 50%股权的全部股东权利转由拉萨融威享有。因战略调整、产业

布局等原因，2019 年 5 月 15 日，和融浙联与海南海闻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闻投资”）、和平财富及国广控股签署了《收购意

向协议》，拟由和平财富直接将其持有国广控股 50%股权转让过户给海

闻投资或其指定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受让方情况简介  

海闻投资成立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注册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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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区城西镇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社采编大楼 2002 室，法定代表人为

胡 晖 ， 注 册 资 本 为 1,000 万 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69027MA5T8WJ20G。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及资产

管理除外）；文化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影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网络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海闻投资的股东及出资比

例为：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报文投”）出资

500 万元，持有其 50%股权，为海闻投资控股股东；海南煦文投资有限

公司出资 400 万元，持有其 40%股权；海南群颂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出

资 100 万元，持有其 10%股权。 

海报文投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13 日，注册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金

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大厦 2002 房，法定代表人为叶津辰，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60000798732699R。经营范围为文

化项目投资开发；组织承办各类展览、展销、商务会议(不含旅行社业

务)；设计、制作、策划、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报纸、文化、

文艺、艺术及相关产业项目；承办各类文化、文艺交流活动；办公用

品、文体器材的销售；酒店管理；仓储(危险品除外)；美术(绘画、雕

塑)、工艺品、书法、篆刻艺术作品的开发、制作、展示、销售；房地

产信息咨询。海报文投是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日

报”）旗下以资本运作为主、兼营文化类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海南日报

主营业务为运营《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及广告等业务。海南省属

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海南省文资办”）持

有海南日报 100%股权，是海闻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海南省文资办、海报文投与海闻投资的另两名股东海南煦文投资

有限公司、海南群颂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均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海

南煦文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群颂文旅投资有限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关系。 

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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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融浙联与海闻投资、和平财富及国广控股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

签署的《收购意向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原则 

1.互补、共享，即共同遵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 

2.自愿、平等，即共同遵守“自愿自主、平等对等”的原则； 

3.依法、规范，即共同遵守“依法合规、规范运作”的原则； 

4.市场、效率，即共同遵守“市场取向、效率优先”的原则； 

5.多赢、发展，即共同遵守“互利多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二）合作内容 

1.股权转让。海闻投资有意受让和平财富持有国广控股之 50%股

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参照该股权上一次的

转让价格（100 万元），最终依据审计和评估报告协商确定。和融浙联

和和平财富同意，负责协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取得国广传媒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传媒”）同意放弃标的股权优先购买权的

书面文件。海闻投资、和平财富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

评估机构，以 2018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国广控股进行审计和评估，

以评估报告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并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和融浙联同意，负责协调与和平财富签署《关于国广环球传

媒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和融浙联全资子公司同意本协议

的全部约定，承认和融浙联代为承诺、决定、执行的全部事项，并全

面配合办理各项手续，以执行本协议。和融浙联、和平财富、国广控

股同意，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终止各方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关于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和平财富应将收到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

支付给和融浙联指定方，国广控股应将依本协议借到的不超过 2 亿元

的借款归还给和融浙联指定方。各方就股权转让等具体事宜，应当另

行签订单独的转让协议以及其他相关协议来明确各方的具体职责、权

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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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管理。和融浙联、和平财富、国广控股各方同意，在本协

议有效期间，国广控股及国广控股所控制公司的重大人事、财务事项

将及时知会海闻投资。各方同意，在海闻投资受让国广控股标的股权

后，国广传媒、海闻投资的持股比例为 50%、50%： 

如涉及国广控股向国广传媒支付保底分红收入，由国广传媒和海

闻投资另行友好协商，国广控股应在签订本协议时将相关约定的文件

资料提供给海闻投资；在海闻投资未正式受让（以工商登记为准）标

的股权的情况下，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且和融浙联指定方对国广控

股不超 2 亿元的债权已得清偿或和融浙联指定方将该债权转让并已收

到转让款，则各方同意和平财富所转让给海闻投资的标的股权的股东

权利按本条以下约定执行； 

海闻投资行使从和平财富所受让的标的股权的全部股东权利，包

括：国广传媒和海闻投资就经营管理国广控股事宜签署合作协议、修

订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监事会等，其中国广传媒向国广控股推荐

2 名董事、1名监事、1 名财务副总监人选，董事长从国广传媒推荐的

2 名董事中经董事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从国广

传媒推荐的监事中选举产生，海闻投资向国广控股推荐 2 名董事、1

名专家董事以及总经理、财务总监，副董事长从海闻投资推荐的两名

董事中经董事会选举产生，经股东会协商，公司总经理为国广控股的

法定代表人，经国广控股规范程序选举或聘任后履行各自职责；通过

重组国广控股团队从而行使通过国广控股对国广资产的控股权；行使

通过国广资产行使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海闻投资前述权利的行使需

国广传媒的配合，和融浙联、和平财富负责协调国广传媒同意本条约

定，配合海闻投资行使该权利。在标的股权转让至海闻投资名下之前，

海闻投资行使前述权利必须以有利于国广控股及国广控股下属公司为

前提。 

国广控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按照国广控股股东共同制

定的公司章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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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安排或债权转让。为推进股权转让之顺利进行，帮助国广

控股有效开展经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广控股申请，海闻投资

同意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向国广控股提供不超过 2 亿元借款，

借款期限暂定 3 年。海闻投资同意国广控股将该笔借款用于偿还对和

融浙联指定方的欠款。国广控股应就该笔借款提供足额担保物，具体

借款金额、时间、资金占用费、本息结算方式、担保方式另行在借款

协议中约定。各方同意，可以将和融浙联指定方对国广控股不超过 2

亿元的债权转让给海闻投资的方式替代前述的借款安排。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且在国广控股清偿完毕对和融浙联指定方的欠

款后、在标的股权转让至海闻投资名下之前，和平财富同意将标的股

权质押给海闻投资，作为和平财富、国广控股履行本协议义务的担保，

国广控股和和平财富按海闻投资的要求配合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如海闻投资非因自身原因未能按计划完成受让标的股权，海闻投

资有权要求国广控股提前还款，国广控股应按海闻投资要求积极配合。

国广控股同意按照海闻投资指令积极通过经营现金流、旗下资产变现、

其它融资等方式归还相关借款。国广控股股东会、董事会、和平财富

应积极配合并提供充分支持以帮助海闻投资收回借款。 

4.尽职调查。和平财富、和融浙联应促使国广控股配合为完成本

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交易而进行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 

5.意向金。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五天内，海闻投资向以和融浙联

指定方名义开立的由海闻投资和和融浙联指定方共管的账户划入 1000

万元作为意向金。 

和融浙联应确保共管账户中资金的安全，账户共管期间，出现任

何未经海闻投资同意导致共管账户中的资金被转移、扣划、冻结的情

形，和融浙联应向海闻投资负赔偿责任。 

6.其他事项。各方同意，共同支持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同意海闻

投资充分利用其在传媒产业投资、管理、整合和资本运作方面的能力

和资源，推荐和配备强大经营管理班子，将国广控股做大做强，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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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广控股旗下部分业务或整体整合上市（包括 IPO、借壳、定向增

发等形式），各方予以积极配合与支持。 

本协议各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如需要国广传媒配合的，

和融浙联、和平财富负责协调国广传媒同意本协议约定，并配合其执

行。 

（三）排他条款。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就本项目以及本协议项下的合作内容，非经

书面同意，各方不应再与任何其他实体签署与本协议目的、内容相同

或相类似的合作意向协议或其他类型的文件。 

三、本次股权变动对转让双方的影响 

上述股权转让前，国广传媒和拉萨融威（和平财富）各持有国广

控股 50%股权，国广控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58.0344%股权，国广资产合计持有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242,306,50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2.13%）, 其中：

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3,800,244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8.20%），通过“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8,506,261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93%）；

国广控股持有 100%股权的国广环球财富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 36,30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0018%）。上述股权转

让完成后，国广传媒、海闻投资各持有国广控股 50%股权。拉萨融威

（和平财富）将不再持有国广控股的股权。 

四、本次股权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国广资产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42,306,505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2.1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

上述股权调整完成后，国广资产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国

广控股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之一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已并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发生变化，另一最终实际控制

人将变更为海南省文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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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制关系图如下： 

 

 

 

 

50% 

拉萨融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50% 

58.0344% 

100% 100% 

和融浙联实业有限公司 

同方金融控股 

（深圳）有限公司 

无锡和平联合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 

40% 30% 30% 

合计 12.13%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
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3.93% 8.20% 

浙报传媒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100% 

西藏圣方投资

有限公司 

无锡金铃集团

有限公司 

30% 30% 40% 

上海正万投资

有限公司 

李茜 

45% 

张红娟 

55% 35% 

张志宇 

65% 

无锡天地源 

投资有限公司 

100% 

无锡滨湖企业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 

100% 

无锡金源产业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7% 

无锡市滨湖区经济发

展总公司管理委员会 

62% 38% 

无锡市金正资产

服务有限公司 

13% 

无锡市滨湖区经

济责任审计站 

0.25% 

无锡市滨湖区

经营管理站 

99.75% 

无锡市滨湖区 

供销合作总社 

国广环球财富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100% 

0.0018%%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00%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25.75% 

清华大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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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制关系图如下： 

 

五、其他相关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特做出本提示

性公告。待本次股权转让签署正式协议后，公司将披露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和转让双方分别签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因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为意向协议，还需各相关方履行完内部审

批程序后，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及时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其进展情况及时披

露进展公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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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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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