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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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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83,982,537 股 

2、发行价格：10.31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865,859,956.47 元 

4、募集资金净额：839,384,157.77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83,982,537 股，将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4 日；其他 9 家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4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7 年 7 月 14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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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

人、上市公司、张旅

集团 

指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投集团 指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

不超过 116,391,852 股（含本数）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的行为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 1-3 月 

《公司章程》 指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 

定价基准日 指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国泰君安、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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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ZHANG JIA JIE TOURISM GROUP CO., 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 张家界 000430 

法定代表人 赵文胜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320,835,149 元 

本次发行后：404,817,686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800186881407B 

住    所 张家界市南庄坪 

成立日期 1992 年 12 月 17 日 

上市日期 1996 年 8 月 29 日 

邮编编码 427000 

联系电话 0744-8295653，0744-8288630 

传真号码 0744-8353597 

电子信箱 zjj000430@sina.com 

办公地址 张家界市三角坪 145 号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三楼 

经营范围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配套服务，与旅游有关的高

科技开发；旅游环保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从

事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投资；销售百货、五金、交

电、化工（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产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

及政策允许的矿产品、金属材料。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16 年 3 月 21 日，发行人九届董事会四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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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控股股东经投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将有关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2016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人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有关议案。 

3、2016 年 8 月 9 日，发行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4、2017 年 4 月 6 日，张旅集团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等

议案，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

至 2018 年 4 月 26 日）。独立董事已就前述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2017 年

4 月 24 日，张旅集团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相关议

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公告收到湖南省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张家界旅

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湘国资产权函[2016]48 号），

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2016 年 11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张旅集团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

得通过。 

3、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

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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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诺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益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两个保险产品参与

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原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共计 10 家发行对象。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向上述 10 家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17 年 7 月 3 日，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10 家发行

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2017 年 7 月 4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

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7 年 7 月 4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7]14328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7 月 3 日止，国泰君

安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张旅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募股认购资

金共计人民币捌亿陆仟伍佰捌拾伍万玖仟玖佰伍拾陆元肆角柒分

（￥865,859,956.47），发行价格 10.31 元/股，发行股份数为 83,982,537 股。

截至 2017 年 7 月 4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

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7 年 7 月 4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7]14329 号《验资报告》。张旅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数量为 83,982,537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3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65,859,956.47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26,475,798.70 元（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9,384,157.77 元。截至

2017 年 7 月 4 日止，张旅集团已收到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39,384,157.77

元（大写：人民币捌亿叁仟玖佰叁拾捌万肆仟壹佰伍拾柒元柒角柒分）。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0.00 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83,982,537.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55,401,620.77

元。张旅集团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0,835,149.00 元，股本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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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320,835,149.00 元，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湘

QJ[2011]583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截至 2017 年 7 月 4 日止，张旅集团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04,817,686.00 元，累计股本人民币 404,817,686.00 元。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本次增发股份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取得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

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经投集团

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4 日；其他 9 家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83,982,537 股 

4、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0.31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九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10.39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若张家界股票在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实施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84 元（含税），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10.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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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调整为不低于 10.31 元/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首轮认购共有 4 家投资者提交

《申购报价单》，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

对象，首轮认购确定发行价格为 10.31 元/股，首轮配售数量 45,489,813 股，首

轮募集资金金额 468,999,972.03 元，尚未达到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根据证监许

可[2017]88 号文核准并经 2016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16,391,852 股（含本数），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上限为 1,199,999,994.12 元，

与首轮认购募集资金金额差额 731,000,022.09 元。 

由于首轮认购后申购投资者认购资金尚未达到本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额，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则，张家界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决定启动追加认购。

本次追加认购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8 日前任何一个交易日的 9:00-17:00，以及

2017 年 6 月 28 日当天 9:00-12:00。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共有 6 家投资者按照

《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参与追加认购，符合追加认购条件。根据追加认购

邀请书中确定的配售原则，确认本次追加认购股数 38,492,724 股，追加认购募

集资金金额 396,859,984.44 元。最终确认的发行价格为 10.31 元/股，总计发行

83,982,537 股，募集资金总额 865,859,956.47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为10.38元/股，本次非

公开发行价格相较于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比率为99.33%。 

5、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首轮申购报价情况 

2017 年 6 月 15 日，张家界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295 名特定对象发出《张

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

请书》”及其附件《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上述特定对象包括：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剔除 3 名关联方后）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48 家，保险机

构投资者 18 家，证券公司 22 家，私募投资基金、其他机构及个人投资者 18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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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0 日 9:00-12:00 点，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4 份《申购报价单》，除 1 家基金公司无需缴纳定金外，

当日 12:00 点前共收到 3 家投资者缴付的申购定金。本次所有参与认购的投资者

报价均符合认购邀请书要求。 

首轮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象类

型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元） 

是否是有效

报价 

1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 100,000,000.00 不适用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0.32 123,000,000.00 是 

3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10.31 123,000,000.00 是 

4 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10.31 123,000,000.00 是 

（2）首轮投资者获配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10.31 元/股，首轮认购规模为 45,489,813 股，募集资

金总额 468,999,972.03 元。首轮认购发行对象确定为 4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

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

比例（%） 

锁定期

（月） 

1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9,699,321 99,999,999.51 21.32% 3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1,930,164 122,999,990.84 26.23% 12 

3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11,930,164 122,999,990.84 26.23% 12 

4 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他 11,930,164 122,999,990.84 26.23% 12 

总计 45,489,813 468,999,972.03 100% - 

（3）追加认购流程及最终获配情况 

首轮认购确定发行价格为 10.31 元/股，首轮配售数量为 45,489,813 股，首

轮配售金额为 468,999,972.03 元，尚未达到本次募集资金总额。2017 年 6 月

21 日，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则并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后，确定

本次发行启动追加认购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首轮发送认购邀请书的

295 名特定对象发出了《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并于同日启动追加认购，

追加认购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8 日前任何一个交易日的 9:00-17:00，以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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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8 日当天 9:00-12:00。 

截至 2017 年 6 月 28 日 12:00，国泰君安簿记中心收到了深圳市益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的有效追加认购。除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为基金公司，无需缴纳定金；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首轮确定的

发行对象，无需缴纳定金外，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认购定金。上述 6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符合有效申购要求，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

未有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具体申购明细如下表： 

序

号 
发行对象 

追加认购股

数（股） 

追加认购金额

（元） 

是否为首

轮已获配

投资者 

是否为

有效申

购 

1 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398,642 199,999,999.02 否 是 

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61,860,000.00 否 是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34,626 54,999,994.06 否 是 

4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79,728 39,999,995.68 否 是 

5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09,796 29,999,996.76 否 是 

6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969,932 9,999,998.92 是 是 

合计 38,492,724 396,859,984.44 -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有效《追加认购申购单》进行簿记建档，并根据追

加认购的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结合首轮认购的获配结果及追加认购结果，本次发

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 10 家。其中，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两个

保险产品参与认购，视为两个发行对象；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以其管理的基金认购，上述三家基金

管理公司分别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10.31 元/股，发行数量为 83,982,537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865,859,956.47 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2017］88 号文核准并经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调整后的发行股数和募集

资金上限。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配售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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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型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占发行

总量比

例（%） 

锁定

期

（月） 

1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控股股

东 
10,669,253 109,999,998.43 12.70% 3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1,930,164 122,999,990.84 14.21% 12 

3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私募及

其他 
11,930,164 122,999,990.84 14.21% 12 

4 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及

其他 
11,930,164 122,999,990.84 14.21% 12 

5 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及

其他 
19,398,642 199,999,999.02 23.10% 12 

6 
中 意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责

任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石油年金产品 
保险 6,000,000 61,860,000.00 7.14% 12 

7 
中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产品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5,334,626 54,999,994.06 6.35% 12 

9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3,879,728 39,999,995.68 4.62% 12 

10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及

其他 
2,909,796 29,999,996.76 3.46% 12 

合计 83,982,537 865,859,956.47 100.00% - 

最终入围的 10 家发行对象中，经投集团获配股数 10,669,253 股、获配金

额 109,999,998.43 元，占最终发行总量 12.70%；基金公司获配股数 21,144,518

股、获配金额 217,999,980.58 元，占最终发行总量的 25.18%；保险公司获配股

数 6,000,000 股、获配金额 61,860,000.00 元，占最终发行总量的 7.14%；私募

及其他投资者获配股数 46,168,766 股、获配金额 475,999,977.46 元，占最终发

行总量的 54.97%。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相关认购对象进行了核查：经投集团为公

司控股股东、一般法人以其自有资金认购，不属于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相关备案。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般法人，不属于私募基金，各自以其自有资金

参与认购，无需进行相关备案。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福盛定增为公

募基金，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石油年金

产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产品为保险产品，上述产品不属于私募基金，

无需进行相关备案。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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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或属于其他相关备案要求的，均在规定时间完成相关备案

程序。 

（4）缴款通知书发送及缴款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向所有获配投资者发送《缴款

通知书》。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截至 2017 年 7 月 3 日 17:00，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已足额收到全部发行对象的申购缴款。 

（5）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65,859,956.47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含

税）人民币26,475,798.7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39,384,157.77元。 

四、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83,982,537 股，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2017］88 号文核准并经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调整后的发行

股数上限；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 10 家，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要求。 

本次发行通过向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两个保险产品参与认购）、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共计10家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进行，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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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张家界市大庸桥月亮湾花园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谷中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09 月 20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的经济投资活动及旅游服务；政策允许的信息产

业、高科技产业及国内贸易开发、经营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景区维护。 

认购数量：10,669,253 股 

限售期：3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经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本次向经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经投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经投集团之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

司对现有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关联交易已作充分披露。最近一年，公司与上经

投集团的具体关联交易情形详见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并公告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外，经投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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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233 号汇亚大厦 12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成立日期：2006 年 6 月 8 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6 月 8 日 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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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11,930,164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

来交易的安排。 

3、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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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A 座 7 层 816 室 

注册资本：23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家俊 

成立日期：2015 年 08 月 06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08 月 06 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

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

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高新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所投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项目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1,930,164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

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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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B 区 1 幢 2 单元 2-2 号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法定代表人：颜涛 

成立日期：2013 年 01 月 11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01 月 11 日 至 2042 年 0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旅游业、矿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商贸及生物

科技的投资；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不含重金属）；矿产品的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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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11,930,164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

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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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益田假日广场 1-501 

法定代表人：吴群力 

成立日期：1996 年 02 月 15 日 

认购数量：19,398,642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

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6、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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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一号楼

B230-1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永烈 

成立日期：2013 年 05 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05 月 23 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6,000,000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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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刘未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11 年 6 月 21 日 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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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5,334,626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

来交易的安排。 

8、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22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成立日期：2014 年 03 月 17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03 月 17 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3,879,728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9、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与云港路交汇处金融广场北侧三

层 301 房间 

注册资本：贰亿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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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郭鸿勋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01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12 月 01 日 至 2045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管理或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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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数量：2,909,796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10名，具体为：张家界市经济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金东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其管理的两个保险产品参与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和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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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产品 认购资金来源 委托人 出资比例 认购金额（元） 

1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9,999,998.43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千金 152 号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 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122,999,990.84 

3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122,999,990.84 

4 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122,999,990.84 

5 
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资金 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99,999,999.02 

6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石油年金产品 
保险资金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00% 30,930,000.00 

7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 
保险资金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00% 30,930,000.00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福盛定增 公募基金 - 100.00% 14,999,998.38 

外贸信托定增 3 号 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100.00% 29,999,996.76 

悦达善达定增三号 资产管理计划 

1 悦达善达定增结构化私募基金十一号 85.00% 8,499,999.08 

1-1 悦达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49.89% 4,240,458.51 

1-2 善达龙腾定增私募基金一号 28.91% 2,457,345.71 

1-2-1 李兆明 8.62% 211,840.15 

1-2-2 刘耀进 8.62% 211,840.15 

1-2-3 张兆民 36.21% 889,728.62 

1-2-4 朱欣晔 17.24% 423,680.29 

1-2-5 周炅 9.48% 233,024.16 

1-2-6 孔庆芳 19.83% 487,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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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产品 认购资金来源 委托人 出资比例 认购金额（元） 

1-3 誉翔定增母基金基金一号 21.20% 1,802,194.87 

1-3-1 陈浒 11.76% 212,022.93 

1-3-2 陈霞 11.76% 212,022.93 

1-3-3 李海容 12.94% 233,225.22 

1-3-4 吕志裕 11.76% 212,022.93 

1-3-5 王爱叶 11.76% 212,022.93 

1-3-6 王鑫 11.76% 212,022.93 

1-3-7 顾俊菁 11.76% 212,022.93 

1-3-8 周云娣 16.47% 296,832.10 

2 悦达善达定增私募基金十号 15.00% 1,499,999.84 

2-1 江浩 15.49% 232,394.34 

2-2 李玉琪 14.08% 211,267.58 

2-3 南通海汇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70.42% 1,056,337.91 

9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北信瑞丰-睿赢定增 4 号

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 

1 长安信托•中信银行睿赢定增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00.00% 39,999,995.68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53% 39,811,995.70 

1-2 喻福兴 0.47% 187,999.98 

10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自有资金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29,999,9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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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上述对象及其委托人进行了核查，确认除了公司控

股股东经投集团外，上述对象及其委托人不包括发行人及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

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上述对象认购资金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四）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最终入围的10家发行对象中，经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一般法人以其自

有资金认购，不属于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相关备案。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金

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为一般法人，不属于私募基金，各自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无需进行相关备

案。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福盛定增为公募基金，中意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的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石油年金产品、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为保险产品，上述产品不属于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相关备案。诺德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

或属于其他相关备案要求的，均在规定时间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9层 

保荐代表人：唐超、彭晗 

项目协办人：游雄威 

项目组成员：刘小东、王俊龙、陈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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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55-23976200 

联系传真：0755-23970200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359号佳天国际新城A座17层 

负 责 人：丁少波 

签字律师：刘长河、谭闷然 

联系电话：0731-82953777 

联系传真：0731-82953779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    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 

负 责 人：邱靖之 

签字会计师：刘智清、蒲士富 

联系电话：0731-88600519-7303 

联系传真：0731-886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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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96,317,863 30.02% 

限售流通股、非

限售流通股 

2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30,239,920 9.43% 限售流通股 

3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19,151,949 5.97% 限售流通股 

4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7,772,400 2.42% 非限售流通股 

5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20,000 1.91% 非限售流通股 

6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中金投资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3,010,027  0.94%  非限售流通股 

7 佛山市洋昇投资有限公司 1,795,000 0.56%  非限售流通股 

8 刘红波 1,729,505  0.54%  非限售流通股 

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1,588,142  0.50%  非限售流通股 

10 张恒毓 1,350,000  0.42%  非限售流通股 

合计 169,074,806 52.71%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112,653,131 27.83% 

限售流通股、非

限售流通股 

2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30,239,920 7.47% 限售流通股 

3 深圳市益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398,642 4.79% 限售流通股 

4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19,151,949 4.73% 限售流通股 

5 金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1,930,164 2.95% 限售流通股 



29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6 
诺德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建工集

团投资有限公司 
11,930,164 2.95% 限售流通股 

7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1,930,164 2.95% 限售流通股 

8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7,772,400 1.92% 非限售流通股 

9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20,000 1.51% 非限售流通股 

1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4,588,142 1.13% 
限售流通股、非

限售流通股 

合计 235,714,676 58.23% -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发行

人股份。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为83,982,537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09,033,647 65.15% 209,033,647 51.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1,801,502 34.85% 195,784,039 48.36% 

股份总数 320,835,149 100.00% 404,817,686 100.00%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资本

结构更趋稳健合理，整体实力进一步加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839,384,157.77 元，以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

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加到 287,4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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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加 41.2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152,076.72 万元，

增加 123.19%；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下降到 46.77%，下降 19.29 个百

分点。 

2、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和总股本将有所增加，由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营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

益率及每股收益将有所下降，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随着项目效

益的逐步显现，将实现公司的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公司的利润规模和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将显著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3、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的到位将大幅增加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随着募投项目的投入，公司未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有所增加。募投项目完

全建成并投入运营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显著增加。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大庸古城（南门口特色街区）项目。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的主业没有发生变化。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促进

公司的业务升级转型，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公司治理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

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

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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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新增同业竞争。 

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经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除此之外，公

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83,982,537股，发行后总股本为404,817,686股。最近一

年及一期，公司本次发行前后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

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6 年度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7 年 1-3 月 

归属母公司股东

每股净资产（元） 
2.0878 2.1238 3.7282 3.7567 

归属母公司股东

每股收益（元） 
0.1906 0.0330 0.1511 0.0261 

注：发行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及归属母公司股东每股收益的计算为以公司最

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到账后对相应财务指

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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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财务报表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 年 1-3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203,559.09 204,416.52 87,279.91 68,474.48 

负债合计 134,469.79 136,483.94 25,990.19 18,633.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68,138.30 66,985.16 60,670.88 49,348.40 

少数股东权益 951.00 947.42 618.84 492.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9,089.30 67,932.58 61,289.72 49,841.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6,918.82 59,218.33 67,488.00 48,400.94 

营业成本 5,503.41 35,836.83 38,301.68 30,056.32 

营业利润 -1,200.49 9,243.57 15,803.50 8,653.97 

利润总额 1,252.26  9,210.91  15,838.17  8,433.87  

净利润 1,061.53 6,044.17 11,433.71 6,004.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57.95 6,115.59 11,439.60 6,050.96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78.04 6,151.66 11,262.19 6,249.2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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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25 13,247.46 20,906.37 10,934.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4.92 -48,972.40 -15,719.23 -11,661.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31 36,306.78 433.82 -302.0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49.98 581.83 5,620.96 -1,029.17 

4、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比率 0.11 0.13 0.72 0.70 

速动比率 0.10 0.13 0.69 0.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37.72% 37.00% 4.41% 6.95%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66.06% 66.77% 29.78% 27.21% 

每股净资产（元/股） 2.15 2.12 1.91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12 2.09 1.89 1.54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7.13 146.02 242.87 354.21 

存货周转率（次） 8.26 62.43 77.38 69.4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02 0.41 0.65 0.34 

每股现金流量（元） -0.13 0.02 0.18 -0.03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 0.03 0.19 0.36 0.19 

稀释 0.03 0.19 0.36 0.19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净资产

收益率 

加权平均 1.57% 9.60% 20.86% 13.05%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 -0.02 0.19 0.35 0.19 

稀释 -0.02 0.19 0.35 0.19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资产

收益率 

加权平均 -1.15% 9.65% 20.54% 13.48% 

注 1：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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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规定进行计算 

 各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注 2：上表中 2017 年 1-3 月财务指标未作年化处理 

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详见《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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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65,859,956.47 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 26,475,798.7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9,384,157.77 元，

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大庸古城（南门口特色街区）项目 188,278.00 83,938.42 

合  计 188,278.00 83,938.42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外，投资大庸古城项目的剩余资金将通过自有资

金、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如本次募集资金不足或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或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等方式筹集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大庸古城（南门口特色街区）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张家界市城区南门口片区 

项目实施主体：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以文化休闲为主题，以具有传统文化诉求和城市怀旧情结的精英式消

费群体为目标客户群体，将旅游元素和文化元素深度融合，通过多元化的产品体

系、时尚化的产品设计和生态化的产品环境，全方位满足消费者的旅游娱乐体验

需求；同时采用“在业态上复合经营、在管理上统一经营”的开发管理模式，使

大庸古城成为保护性开发的典范。 

本项目以建设张家界市国际风景旅游城市为目标，将南门口片区建设成为融



 

 
 

合文化遗产、民俗风情、创意时尚都市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传统风貌展示区

与特色旅游服务区。本项目通过七大引擎项目——奇门遁甲、5D 水光秀、古城

穿越、南门大码头、三元宫、八方阁、咸宜专庄，打造集“吃、住、游、购、娱”

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休闲区，构建张家界中心城区的城市文化休闲新地标，有效弥

补张家界文化休闲类旅游产品的不足，实现张家界产、城、旅的集群式发展。 

项目总投资：188,278.00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83,938.42 万元 

项目建设期：24 个月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 



 

 
 

第五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

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张家界遵循了市场

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张家界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

格；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办理了备案手续；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张家界

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及其产品不包括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追加认购申购单》、《认购合同》及其他法律

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第七节  保荐承销协议主要内容及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书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16 年 6 月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对张旅集团的尽职推荐期间为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张旅集团

本次发行完成之日止。 

保荐机构对张旅集团的持续督导期间自张旅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指派唐超、彭晗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

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张旅集团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张旅集团本次发行

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张旅集团的股票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83,982,537 股，将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经投集团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4 日；其他 9 家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

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4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7 年 7 月 14 日（即上市日），

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上市申请书； 

2、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保荐

承销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

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以及《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

书》； 

5、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张

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6、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

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

告》； 

7、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书》； 

8、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4328

号《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以及天职业字[2017]14329《张家

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9、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文件； 

10、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11、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地点 

投资者可赴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办公地点查阅。 

三、查阅时间 

工作日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00 

四、查阅网址 

指定信息披露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此页无正文，为《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发行人：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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