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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市公司”、“帝龙文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资

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贵局下发的《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浙证监公司

字[2017]170 号）之要求，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均与帝龙文化 2017年 12月 2日公告之《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中“释义”所定义的

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请说明揽众天道与你公司第二大股东余海峰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揽众天道是否计划将投票权委托给余海峰及其关联方、是否计划未来将股

权转让给余海峰及其关联方，此次股权转让交易和 2015 年你公司并购苏州美生

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是一揽子交易。请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请说明揽众天道与你公司第二大股东余海峰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1、揽众天道股权结构 

根据工商信息网站查询，宁波揽众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揽众

天道”）由宁波揽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揽众”）100%持股，宁

波揽众分别由西藏揽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揽众”）、范志敏、宁

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集团”）持有 50%、40%、10%的股权。

其中合盛集团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盛硅业”）控股股东。根据《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告）相关披露信息，合盛集团之控股股东罗立国系合

盛硅业实际控制人，罗烨栋系罗立国儿子，罗燚系罗立国女儿 ，浩瀚系罗立国

女婿。 

揽众天道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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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工商信息网站及揽众天道确认，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未发现揽众

天道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 

2、揽众天道直接及间接股东对外投资情况 

（1）宁波揽众相关情况说明 

经查询工商信息网站及揽众天道说明确认，宁波揽众直接持有揽众天道

100%，其对外投资情况如下（除揽众天道外）：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是否与

余海峰

及其关

联方存

在关联

关系 

石河子市揽众创新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0.05%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否 

宁波揽众新金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 

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管理、

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否 

宁波揽众新能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0.91% 

新能源项目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未经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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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宁波揽众嘉宸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0003% 

股权投资及其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否 

（2）合盛集团、罗立国、罗烨栋、罗燚、浩瀚相关情况说明 

合盛集团系揽众天道间接股东，其持有宁波揽众 10%的股权，此外合盛集团

系上市公司合盛硅业（于 2017 年 10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603260.SH）控股股东，根据《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告）相关披露信息以及工商信息查询，合盛集团持

有合盛硅业 58.28%的股份，罗立国为合盛硅业实际控制人，罗烨栋为罗立国儿

子，罗燚为罗立国女儿，浩瀚为罗立国的女婿。经核查揽众天道出具的声明，本

次协议转让前，合盛集团、罗立国、罗烨栋、罗燚、浩瀚与余海峰及其关联方无

关联关系。 

（3）西藏揽众相关情况说明 

经核查《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告）相关披露信息以及查询工商信息网站，西藏揽众系揽众天道间接

股东，其持有宁波揽众 50%的股权，西藏揽众系由浩瀚 100%持股，浩瀚基本情

况如下： 

浩瀚，1984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 年至

2010 年任浙江中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8 年至 2010 年任浙江东方地质

博物馆馆长助理；2010 年至 2013 年任杭州百川房地产营销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3 年至今任合盛集团董事长助理；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合盛有限副

总经理，2014 年 12 月至今任合盛硅业副总经理；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任

杭州隐寓执行董事；2015 年 11 月至今任新疆启远监事；2012 年 6 月至今任上海

爱矽工贸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2 月至今任上海斯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17 年 2 月至今宁波银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揽众天道执行董事；2017 年 5 月至今任宁波揽众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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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经查询工商信息网站及揽众天道说明确认，西藏揽众直接持有宁波揽众

50%，其对外投资情况如下（除宁波揽众外）：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是否与

余海峰

及其关

联方存

在关联

关系 

石河子市揽众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

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

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 

否 

宁波揽众新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 

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管

理、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

金融业务）。 

否 

宁波揽众新能源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9% 

新能源项目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否 

石河子市揽众新成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

权投资。 
否 

杭州肌动科技有限公

司 
12.00% 

服务：网络技术、计算机软件、通信

系统、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

算机系统集成，网页设计，网站建设，

餐饮管理，非医疗性健康知识咨询，

会务服务，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批发、零售：服装，服饰，鞋帽，日

用百货，玩具，工艺品，电子产品，

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

支机构经营范围。 

否 

上海斯听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40.00% 

从事教育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

场营销策划。 

否 

杭州美证安添股权投 12.50% 服务：股权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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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范志敏相关情况说明 

经查询工商信息网站及揽众天道说明确认，范志敏系揽众天道间接股东，其

持有宁波揽众 40%的股权，其对外投资情况如下（除宁波揽众外）：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是否与

余海峰

及其关

联方存

在关联

关系 

杭州福嘉源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9911%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否 

范志敏，男，198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管理学硕

士，民商法学（公司与金融法方向）研究生，会计硕士校外导师，准保荐代表人。

曾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部高级经理，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杭州福斯达深冷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上海银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现任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宁波揽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揽众天道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5）揽众天道与公司第二大股东余海峰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揽众天道出具声明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上溯至自然人的全部股东及其关联方和帝龙文化、帝

龙控股、姜祖功及其一致行动人、余海峰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公司及本公司上溯至自然人的全部股东在各持主体中的出资均真实持

有，不存在为帝龙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余海峰或其他第三方代持的情况，亦不

存在通过委托或信托等方式委托帝龙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余海峰等持有帝龙文

化股份的情况。 

3、本公司本次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及向上溯股东宁波合盛集



7 

 

团有限公司的借款，不存在受让资金来自余海峰或其他第三方的情况。 

4、本公司及本公司上溯至自然人的全部股东不存在和帝龙控股、姜飞雄及

其一致行动人、余海峰或其他第三方达成任何一致行动的协议或安排。” 

余海峰同时出具声明如下： 

“1、本人及本人关联方和揽众天道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揽众天道的追溯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不存在通过委托、信托或通过协议及其他安排等方式

委托第三方持有揽众天道任何股权或权益的情况，亦不存在通过前述途径可实际

控制或支配揽众天道任何股权或权益的情况。 

3、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不存在向揽众天道或其上溯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不存在就揽众天道本次受让帝龙文化股份提供资

金支持的情况。 

4、本人及本人关联方和揽众天道及其上溯股东、揽众天道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达成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安排的情况，即本人在持有帝龙文化

股份期间独立行使所持有股份的表决权，不存在和其他第三方存在一致行动的协

议或安排。”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工商信息网站、上市公司公告及查阅揽众天道及

余海峰出具的声明，未发现揽众天道与公司第二大股东余海峰及其关联方存在关

联关系。 

（二）揽众天道是否计划将投票权委托给余海峰及其关联方、是否计划未

来将股权转让给余海峰及其关联方 

揽众天道就本次协议转让的后续计划出具声明如下：“就本次转让，除已披

露的本公司和帝龙控股及姜祖功之间的协议外，不存在其他书面或非书面的约定

或安排，不存在对本次股份转让后各方所持股份的表决及支配或回购等作出其他

安排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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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海峰出具声明如下：“自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人及本人关

联方将不会受让揽众天道关于帝龙文化的投票权委托，亦不会在本次协议转让完

成后 60 个月内受让揽众天道本次取得的帝龙文化股份。” 

综上，经核查揽众天道及余海峰出具的声明，独立财务顾问未发现揽众天道

存在计划将投票权委托给余海峰及其关联方、或计划未来将股权转让给余海峰及

其关联方的情形。 

（三）此次股权转让交易和 2015 年你公司并购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是否是一揽子交易 

1、2015 年帝龙文化并购美生元背景 

作为帝龙文化 2015 年收购美生元 10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基于重大资产

重组尽职调查期间的相关核查，2015 年帝龙文化收购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生元”）100%股权的背景如下：帝龙文化收购美生元之前，

帝龙文化所属行业为建筑装饰材料制造业，主营业务为中高端装饰贴面材料的研

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但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长动力不足，帝龙文

化主要产品装饰纸行业总体虽呈平稳增长态势，但增长幅度明显放缓，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公司的业务发展与经营业绩实现，未来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将面临一定

挑战。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增强帝龙文化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效降

低公司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波动加大的风险，上市公司通过重大资

产重组方式注入具有较强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移动游戏新兴行业资产，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主营业务多元化发展。 

2、帝龙控股、姜祖功将其持有的股份协议转让给揽众天道的背景 

经查询本次协议转让转让方帝龙控股、姜祖功出具相关声明，帝龙控股、姜

祖功本次协议转让主要出于解决自身资金需求的目的。帝龙控股因本次股份转让

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归还自身借款、缴纳税赋及满足对外投资和优化资产业务配置

的需求；姜祖功因本次股份转让获得资金将用于满足个人资金周转的需求。 

同时，经查阅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揽众天道出具的相关声明，揽众天道本次

受让股份的原因系其基于对帝龙文化未来前景的看好，以及对泛娱乐行业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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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良好预期，认可帝龙文化的投资价值，计划通过投资帝龙文化在二级市场获

得投资回报。 

3、帝龙文化收购美生元、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在时间上没有重叠交叉 

帝龙文化就收购美生元 100%股权事项于 2015 年 12 月发布公告《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2016 年 4 月帝龙文化收

到证监会发出的证监许可〔2016﹞907 号《关于核准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余海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2016 年 5 月，帝龙文

化完成标的资产美生元 10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经查询帝龙文化关于本次协议转让的公告内容， 2017 年 12 月 1 日，帝龙

控股、姜祖功与揽众天道签署《关于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并于 2017 年 12 月 2 日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未发现帝龙文化收购美生元与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在时间

上存在重叠交叉。 

此外，根据揽众天道出具的声明，此次股份转让交易基于揽众天道对帝龙文

化未来前景的看好，以及对泛娱乐行业持续发展的良好预期，认可帝龙文化的投

资价值，计划通过投资帝龙文化在二级市场获得投资回报。本次协议转让和 2015

年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不为一揽子交易，该等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性。 

综上所述，作为帝龙文化 2015 年收购美生元 10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基

于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查期间的相关核查以及查询工商信息网站、上市公司公告

以及查阅相关各方出具的声明，未发现此次协议转让交易和 2015 年帝龙文化并

购美生元为一揽子交易的情况。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作为帝龙文化 2015 年收购美生元 10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基于重大资产

重组尽职调查期间的相关核查，并经查询帝龙文化现实际控制人姜飞雄及其一致

行动人、揽众天道和余海峰出具的相关声明、《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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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招股意向书》以及工商登记信息，独立财务顾问未发现揽众天道与余海峰及

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揽众天道计划将投票权委托给余海峰及其关联

方、或计划未来将股权转让给余海峰及其关联方的情况，未发现此次股权转让交

易和 2015 年帝龙文化并购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一揽子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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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回复的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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