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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此，本财务顾问特作出以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信披露文件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并有充分理由

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有充分理由确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3、本财务顾问出具的有关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财务顾问、意见已提交本财务

顾问公司内部核查机构审查，并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4、本财务顾问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

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

券欺诈问题； 

5、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

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6、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告全文和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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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核查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指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

侨城资本、公司 
指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华侨城集团公司、HAPPY BLOOM INVESTMENT 

LIMITED（嘉隆投资有限公司） 

华侨城集团 指 华侨城集团公司 

嘉隆投资 指 
HAPPY BLOOM INVESTMENT LIMITED（嘉隆投

资有限公司） 

康佳集团、上市公司 指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016（深康

佳 A）；200016（深康佳 B）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17 年 7 月 1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康佳集团

275,500 股 A 股股份，占康佳集团总股本的 0.01% 

中信证券、本财务顾

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核查意见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径的

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

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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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

容的核查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共分为十二个部分，分别为：

释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权益变动方式、

资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前的重大交易、前六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其

他重大事项及备查文件。 

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并认真阅读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

规的要求。 

二、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1、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先念 

注册资本 50.00 亿元 

企业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8D779Q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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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股权投资。（以上各项涉及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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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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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名称 华侨城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4203 室 

邮政编码 518017 

联系电话 0755-82315654 

2、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 

一致行动人名称 华侨城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法定代表人 段先念 

注册资本 113.00 亿元 

企业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0346175T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纺织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出口和办理经特区主管部

门批准的特区内自用一类商品、机械设备、轻工业品

等商品的进口（按经贸部[92]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A19024 号文经营），开展补偿贸易，向旅游及相关文

化产业（包括演艺、娱乐及其服务等）、工业、房地

产、商贸、包装、装潢、印刷行业投资。本公司出口

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的内销业务。旅游、仓库出租、

文化艺术、捐赠汽车保税仓，会议展览服务（涉及许

可证管理的项目，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汽车（含小轿车）销售 

经营期限 2037 年 12 月 07 日 

出资人名称 国务院国资委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公楼 

邮政编码 518053 

联系电话 0755-26600248 

3、一致行动人嘉隆投资 

一致行动人名称 
HAPPY BLOOM INVESTMENT LIMITED（嘉隆投资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302-8 号集成中心 2702-03 室 

法定代表人 何海滨 

注册资本 15.77 亿港元 

商业登记证号 64601597-000-04-15-1 

企业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 无期限 

出资人名称 华侨城集团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302-8 号集成中心 2702-03 室 

联系电话 00852-2540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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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5、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华侨城资本与嘉隆投资均系华侨城集团之全资子公司。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

华侨城资本与华侨城集团以及嘉隆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侨城资本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需要

终止的情形。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产权控制关系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持有华侨城集团 100%股权，为

华侨城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华侨城集团直接持有华侨城资本及嘉隆投资

100%股权，为华侨城资本及嘉隆投资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为华侨城资本及嘉

隆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充

分披露了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的核查 

1、主营业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的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受托管理

股权投资基金及股权投资；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的主要业务为旅游及相关文化产

嘉隆投资有限公司 

100%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100% 

100% 

华侨城集团公司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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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电子及配套包装产品制造、房地产及酒店开发经营等；一致行动人嘉隆投

资仅通过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康佳集

团 B 股 180,001,110 股和 18,360,000 股，占康佳集团股份比例为 8.24%，除此之外未

开展任何其他经营性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华侨城资本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所

示： 

A、合并资产负债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16,897.95 315,045.54 

负债总计 605.66 117.42 

所有者权益 316,292.29 314,928.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16,292.29 314,928.12 

注：201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3 月 31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B、合并利润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047.57 533.50 

营业利润 1,818.89 304.65 

利润总额 1,818.89 304.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64.16 228.12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C、合并财务指标情况 

项目 2017 年 1-3 月/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291.49  2,6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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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3 月/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速动比率（倍） 291.49 1,235.00 

资产负债率 0.19% 0.04% 

净资产收益率 0.43% 0.14% 

注： 2017 年 1-3 月净资产收益率未经年化。 

（2）华侨城集团成立于 1987 年 12 月 7 日，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所

示： 

A、合并资产负债表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968.62 1,740.72 1,369.57 1,180.45 

负债总计 1,395.72 1,182.93 862.66 771.84 

所有者权益 572.90 557.79 506.91 408.6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02.35 294.12 274.05 218.30 

注：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3 月 31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B、合并利润表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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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09.30 542.56  506.93  502.86  

营业利润 9.98 83.86  84.57  76.49  

利润总额 11.18 95.39  89.33  83.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63 41.82  48.10  30.92  

注：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C、合并财务指标情况 

项目 
2017 年 1-3 月/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48 1.44  1.4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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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倍） 0.51 0.45  0.51  0.55  

资产负债率 70.90% 67.96% 62.99% 65.38% 

净资产收益率 1.37% 13.32% 12.49% 14.51% 

注： 2017 年 1-3 月净资产收益率未经年化。 

（3）嘉隆投资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最近二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A、合并资产负债表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23,230.69 123,234.79 123,226.44 

负债总计 - - - 

所有者权益 123,230.69 123,234.79 123,226.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3,230.69 123,234.79 123,226.44 

注：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3 月 31 日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B、合并利润表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3.00 -0.96 -1,228.73 

利润总额 -3.00 -0.96 -1,228.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00 -0.96 -1,228.73 

注：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C、合并财务指标情况 

项目 
2017 年 1-3 月/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 / / 

速动比率（倍） / / / 

资产负债率 0% 0% 0% 

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1.99% 

注：2017 年 1-3 月净资产收益率未经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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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其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财务状况正常，持续经营状况良好。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下属未控制其他企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核心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 

1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酒

店开发与经营 
820,568.14 53.47 53.47 

2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制造 240,794.54 30.00 30.00 

3 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50,000.00 53.47 100.00 

4 华侨城（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6,733.74 35.29 66.00 

5 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00,000.00 53.47 100.00 

6 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100,000.00 53.47 100.00 

7 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51,948.62 53.47 100.00 

8 上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 44,379.89 53.47 100.00 

9 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酒

店开发与经营 
117,860.45 53.47 100.00 

10 
深圳市华侨城酒店置业有限公

司 

房地产酒店开发与

经营 
56,470.59 53.47 100.00 

11 
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7,600.00 32.08 60.00 

12 深圳东部华侨城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酒

店开发与经营 
120,000.00 53.47 100.00 

13 
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150,000.00 44.38 83.00 

14 西安华侨城置地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80,000.00 35.29 66.00 

15 华侨城（上海）置地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03,000.00 44.47 83.16 

16 深圳招商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0,000.00 26.74 50.00 

17 上海天祥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71,333.39 46.05 86.12 

18 上海万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5,000.00 53.47 100.00 

19 西安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0,000.00 49.05 91.73 

20 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 
100,000.00 53.47 100.00 

21 
深圳市恒祥基房地产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5,000.00 27.27 51.00 

22 深圳华侨城大酒店有限公司 酒店开发与经营 61,010.45 53.47 100.00 

23 泰州华侨城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酒

店开发与经营 
47,000.00 53.4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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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 

24 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房地产酒

店开发与经营 
100,000.00 37.43 70.00 

25 
广东顺德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00,000.00 37.43 70.00 

26 
西安曲江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0,000.00 32.08 60.00 

27 华侨城（云南）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1,000,000.00 100.00 100.00 

28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投资管理 500,000.00 100.00 100.00 

29 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园区策划、

开发和运营，文化内

容产业投资和运营，

公共文化演艺策划

和运营，亲子文化观

光农场，以及少儿文

化艺术教育投资和

运营 

500,000.00 100.00 100.00 

30 深圳华侨城东部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500,000.00 100.00 100.00 

31 华侨城（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1,000,000.00 100.00 100.00 

32 华侨城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5,000.00 40.00 40.00 

33 
华侨城光明（深圳）投资有限公

司 
投资管理 500,000.00 100.00 100.00 

34 深圳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500,000.00 100.00 100.00 

35 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1,000,000.00 100.00 100.00 

36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旅游景区运营、酒店

投资及管理、房地产

开发、交通运输及园

林园艺 

592,479.26 51.00 51.00 

37 
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文艺创作与表演、景

区运营 
228,571.43 51.00 51.00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一致行动人嘉隆投资通过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

限公司和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康佳集团B股 180,001,110股和 18,360,000

股，占康佳集团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8.24%。除此之外，未持有、控制其它公司股份

的情况。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充

分披露了其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及其股权控制关系及主营业务

情况。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5年受过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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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近五年均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段先念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黄志强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何海滨 董事、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聂翠娟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侨城集团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不设董事会，

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主要负责人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段先念 党委书记、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宗坚 党委副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无 

王晓雯 党委常委 女 中国 中国 无 

姚军 党委常委 男 中国 中国 无 

刘凤喜 党委常委 男 中国 中国 无 

刘开新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嘉隆投资是华侨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中

国香港，公司不设董事会，仅设 1 名执行董事，该名执行董事由华侨城集团指派。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何海滨 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的主要负责人，一致行动人嘉隆投资的执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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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影响本次交易的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

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和其他金融

机构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其它境内外上市公司和银

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在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 5%以上权益的上市

公司的情形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上市地点 主营业务 享有表决权比例 持股比例 

康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彩电、手机、白电

生产与销售 
30.00% 30.00% 

深圳华侨城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旅游综合业务及房

地产开发 
53.47% 53.47% 

华侨城（亚洲）

控股有限公司 
开曼 香港 

商业综合区的开发

与经营、纸包装 
66.66% 35.64% 

云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 
昆明 深圳 

景区、园林、旅游

房地产 
49.52% 25.26% 

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在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 5%以上的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情形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渤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第二大

街 42 号写字

楼 101 室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以上范围内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734,844,816 9.1431% 

除上述情况外，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不存在于境内、境外拥有其他持股 5%

以上权益的上市公司，以及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

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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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嘉隆投资，除康佳集团外，在境内、境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股超

过5%的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亦不存在于境内、境外拥有其他持股 5%以上的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三、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本次权

益变动的目的进行了陈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康佳集团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并基于有利于一致行动人巩固国有股东对于旗下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力、维

护企业长期战略稳定、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实现国有资产和股东价值的保值增值之

目的，决定增持深康佳 A 股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明确、理由充

分，未有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

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康佳集团股票的可能，并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会减持所持

有的康佳集团股票。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的彻查 

华侨城资本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批准华侨城资本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深康佳 A

股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了增持股份所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程序。 

四、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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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未直接持有康佳集团股

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暨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嘉隆投

资合计持有康佳集团 722,108,042 股，持股比例为 29.99%。其中，华侨城集团持有

523,746,932 股，占康佳集团总股本的 21.75%；嘉隆投资通过中信证券经纪（香港）

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康佳集团 B 股 180,001,110 股和

18,360,000 股，占康佳集团股份比例为 8.24%。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为：2017

年 7 月 1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增持深康佳 A 275,500 股股份，占康佳集团总股本的 0.0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华侨城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及嘉隆投资合计持有的康佳集团股份比例

为 3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

股份均为流通 A 股，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五、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资金来源及合法性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用于支付本次增持款项的全部资金

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

司及其他关联方，或利用本次受让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合法。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上市公

司的后续计划如下：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

月内改变康佳集团主营业务或者对康佳集团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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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

月内对康佳集团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局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改变康佳集团

现任董事局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或建议。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康佳集团公

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本次股份增

持完成后对康佳集团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调整康佳集团

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康佳集

团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后续计划说明，经核查，本财务顾

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计划符合《公司法》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规范治理的相关要求，具有可行性，且有利于稳定

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对上市公司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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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的影响的核查意

见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华侨城资本持有康佳集团 0.01%的股份；

一致行动人华侨城集团持有康佳集团 21.75%的股份，仍为康佳集团第一大股东；一

致行动人嘉隆投资持有康佳集团 8.24%的股份，三者合计持有康佳集团 30.00%的股

份。本次权益变动对康佳集团的影响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康佳集团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范运作，在

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做到与大股东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具有独立的供应、生产和销售系统。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康佳集团的独立性。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上不存

在竞争关系。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

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间的关联交易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并同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会因本次

权益变动新增关联交易。如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发生关

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将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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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

核查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

内，除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不存在其他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超过 3,000 万元

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易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

内，除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安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

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拟更换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

安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

内，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以及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

中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做出其他补偿安排，亦不存在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排。 

九、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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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查询

结果，经核查，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7 月 17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

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查询

结果，经核查，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7 月 17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及

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十、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诚信记录、是否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不得收购上市公司情形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未发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最近三年有不良诚信记录，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十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提供文件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

关文件。 

十二、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证券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依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http://www.baidu.com/link?url=_h03XEnHwMHOmPW0kU_dO4ePObeDwoq26RJ2B-4ZEHHH3VAtTSGhHbSRdFID8C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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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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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马 尧 

                          

 

 

财务顾问主办人：      屈耀辉      于梦尧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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