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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核查意见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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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财务顾问、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国美通讯 指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龙脊岛 指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战圣投资 指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15 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6 日，山东龙脊

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国美通讯

12,626,095 股股份，占国美通讯总股本的 5.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山东龙脊岛及其一致行动

人战圣投资合计持有国美通讯 63,891,697 股股份，

持股比例达到 25.30%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 号》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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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第 16 号》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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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核查意见中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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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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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财务顾问，就其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内

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精神，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权

益变动的基础上，发表财务顾问意见，旨在就本次权益变动作出独立、客观和公

正的评价，以供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并在此特作如下声明： 

1、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

人已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出具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是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2、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

益变动各方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而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及有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告。 

5、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委托或授权

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6、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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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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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包括释义、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持股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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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事项和备查文件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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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权益变动报

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

15 号》、《准则第 16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的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的披露内容，本次权益

变动，系对国美通讯未来业务拓展及转型发展的信心，同时为了维护企业长期战

略稳定、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决定增持国美通讯股份。 

本财务顾问在尽职调查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此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进行了核

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与事实相符，未与现行

法律法规要求相违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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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龙脊岛 

企业名称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董晓红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266139191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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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7 年 4 月 19 日至长期 

控股股东名称 汕头盛源悦信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 号 

电话 0531-82670818 

经营范围 

环境工程、水资源基础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会展服务

（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资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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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致行动人战圣投资 

企业名称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胡大街 218 号 

法定代表人 刘春林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748818187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3 年 4 月 08 日 - 2023 年 4 月 07 日 

控股股东名称 刘春林 

通讯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胡大街 218 号 

电话 010-59287303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电子产品。（“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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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及本财务顾问核查，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

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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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权

益变动的主体资格。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财务状况的核查 

山东龙脊岛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投资建设管理等业务，最近 3 年财务状况如

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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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30,837.70 129,901.94 73,707.64 

净资产 3,371.40 1,136.60 1,053.94 

资产负债率 97.42% 99.13% 98.57%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 - - 

净利润 2,192.27  127.61  49.94  

净资产收益率 65.03% 11.23% 4.74% 

注：上表为母公司口径财务数据。其中，2015 年、2016 年已经审计，2017 年未经审计。 

（二）战圣投资 

战圣投资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最近 3 年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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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34,176.18 289,204.74 515,044.40 

净资产 104,493.99 91,612.24 72,884.59 

资产负债率 55.38% 68.32% 85.85%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1,754.78 9.12 2,716.39 

净利润 -248.43 18,727.65 109,933.13 

净资产收益率 -0.24% 20.44% 150.83% 

注：上表为母公司口径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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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情况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最近 5 年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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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且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情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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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山东龙脊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董晓红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女 中国 北京 无 

孙京君 监事 女 中国 北京 无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战圣投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下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刘春林 董事 女 中国 北京 无 

刘春光 监事 女 中国 北京 无 

韩月军 高级管理人员 男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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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除国美通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控制的其他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

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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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股票代码 上市交易所 控制的股份比例 

1 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0493.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黄光裕通过下属公司控制其

50.04%的股权 

2 国美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0628.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黄光裕通过下属公司控制其

61.2%的股权 

3 拉近网娱集团有限公司 8172.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黄光裕通过下属公司控制其

47.1%的股权 

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00931.SZ 深圳交易所 

黄光裕通过下属公司控制其

27.78%的股权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两

年内未发生变更的情况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在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两年内，山东龙脊岛的控股股东为汕头盛源悦信科技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黄光裕，战圣投资的控股股东为刘春林，均未曾发生变化。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及控制关系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黄光裕

Shinning Crown 

Holding Inc.

Shine Group 

Limited
国美管理有限公司

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Capital Automation(BVI) Limited

中国鹏润资本有限公司

汕头盛源悦信科技有限公司 刘春林 韩月军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

国美通讯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28% 2.89% 25.04%

65.00% 35.00%

16.29% 9.02%

一致行动关系
其他股东

74.70%



10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关系见上图

所示。其中，山东龙脊岛为黄光裕控制的企业，战圣投资与黄光裕及其亲属存在

共同对外投资的情形，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六）项“投资者

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定，山东龙脊岛与战圣投

资构成一致行动人。 

1、山东龙脊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山东龙脊岛控股股东为汕头盛源悦信科技有限公司，同时，黄光裕为山东龙

脊岛的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情况 

名称：汕头盛源悦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中华路府前名苑（第二层商场）坐西向东 

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董晓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税务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企业策划、营销策划；仓储、货物配送服务；电器设备，文化办公用

品，日用百货，纸制品，塑料制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讯

器材，汽车配件及外围设备，电线，电缆，家用电器的批发及进出口；家用电器

售后服务、安装、维修（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须经许后方准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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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中华路府前名苑（第二层商场）坐西向东 

（2）实际控制人情况 

黄光裕，曾用名黄俊烈，1969 年 5 月出生，香港永久居民。黄光裕控制的

核心企业包括国美通讯、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 



11 

 

2、战圣投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战圣投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刘春林，其基本情况为： 

刘春林，女，1962 年 6 月 23 日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

住地为北京，本科学历。除战圣投资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

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山东龙脊岛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山东龙脊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

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控股股东汕头盛源悦信科技有限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1 

北京国美

安迅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市 5,000 

技术推广；销售日用品、工艺品（不含文物）、化妆

品、家用电器、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厨房用具、

卫生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不含弩）、玩具、

乐器、箱包、钟表、珠宝首饰、家用电器、避孕套、

避孕帽；零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具、宠物用品、

不再分装的包装的饲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通讯器材、汽车用品、橡胶制品、通信设备；

企业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仓储保管；

配送服务；分批包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出租商业用房、办

公用房（不得作为有形市场经营用房）。 

2 

国美智能

科技有限

公司 

天津市 5,000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技术推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家用电器、网络设

备、安全防范设备安装、维修，网络工程设计、施

工，电气设备、办公机械、体育用品、日用百货、

家居装饰用品、纸制品、塑料制品、工艺品、建筑

材料、五金产品、电子产品、乐器、通讯器材、汽

车配件、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批发兼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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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3 

北京国美

管家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市 1,000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销售

计算机、软件；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

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销

售家用电器、日用品、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

经营）、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经济贸

易咨询。 

实际控制人黄光裕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 

1 

北京鹏润

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市 27,000 

项目投资及管理；销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

化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电器设备；房地

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2 

国美零售

控股有限

公司 

百慕大 
500,000

万港元 

经营及管理电器、电子消费品零售门店及电子产品

在线销售网络 

3 

国美地产

控股有限

公司 

北京市 20,000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

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

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施工总承包 

4 

国美金融

科技有限

公司 

百慕大 
600,00 万

港元 
个人及商务借贷、融资租赁、典当业务、保理业务 

5 

拉近网娱

集团有限

公司 

百慕大 
8,000 万

港元 
艺人管理、影片投资、制作、销售及发行 

6 

北京中关

村科技发

展（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 75,312.70 

互联网接入服务；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开发、销售；

科技项目、建设项目投资；各类工业、民用、能源、

交通、市政、地铁、城市铁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工程总承包；建筑设计；建筑装饰、装修；设备安

装；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购销金

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机械电器设备；经济信

息咨询；技术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7 

国美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 300,000 

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信息

咨询（中介除外） 

8 

北京万盛

源物业管

理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 1,000 

物业管理；销售其他日用品、针纺织品、工艺美术

品、家具、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机电设备、花卉、电子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外围

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保洁服务；花木租摆；

停车服务；出租商业用房（限分支机构经营）；代

理、发布广告；送水服务；自行车存放服务、供暖

服务 



13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9 

永乐（中

国）电器

销售有限

公司 

上海市 22,001.03 

食品流通、酒、饮料及茶叶、服装、鞋帽、日用百

货、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厨房用具、玩具、婴幼儿

用品、五金交电、家电产品及相关配件，计算机及

辅助设备，电子消费品及其配件，文化及体育用品

及器材，照相器材，办公机械，制冷制热设备，食

品机械设备，针纺织品，电线电缆，电子乐器，照

明器材，木制品，家居用品，医疗器械（二、三类

医疗器械除外），一般劳护用品，装潢材料，卫生

洁具，铁艺，电工电料，珠宝玉器（钻石除外），

饰品，工艺品（文物除外），通讯设备（除卫星地

面接收设备）、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的批发，

零售，佣金代理，对国内法人企业进行柜台出租，

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以及相关的仓储，送货，安装

维修，停车等配套服务和相关的咨询服务。家政服

务，室内空气净化服务，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10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00 

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食品；电子出

版物零售；批发、销售百货、机械电器设备、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不含一类易致毒化学品及

化学危险品）、装饰材料、针纺织品、通讯器材；

上述销售商品的安装和维修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

含中介服务）；组织国内产品出口业务；自营产品

的进出口业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日用品、服装、

鞋帽、玩具、厨房用具、汽车、计算机软件；仓储

保管；装卸服务；专业承包 

11 

北京金尊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880 
提供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服务；计算机软件

技术开发 

12 

国美电器

零售有限

公司 

北京市 10,000 

销售家用电器、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数码电

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讯器材、日用百货、

装饰材料、针纺织品；家用电器、机械电器设备、

五金交电、数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讯

器材的维修服务；空调设备安装；出租商业用房；

出租办公用房 

13 
稼轩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市 8,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

除外）；货物进出口 

14 

天津国美

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天津市 2,000 

基金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商务信息咨

询；网络系统开发；网络技术研发；计算机系统工

程；信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广告业务；科技开发、技术服务、转让、咨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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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15 

深圳前海

华人金融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市 100,000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

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市场外包服务；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以

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包括与金融业务有关的咨询

服务；受金融机构委托对信贷逾期户信用卡透支户

进行电话通知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自有物业租赁；房地产经纪；商务信息咨

询；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受托资产管理 

16 

国美金控

投资有限

公司 

天津市 50,00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17 

北京国美

体育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市 5,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18 

三边酒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市 5,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仓储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承办展览展示；

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19 

临沧国美

茶叶有限

公司 

临沧市 500 

茶叶的种植、加工、销售；茶叶、茶具及茶相关产

品的研发；茶叶分装、茶叶包装设计；茶文化推广，

林业生态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茶

具、工艺品、办公用品、文化用品、日用品销售；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承办展览展示；农副产品

的收购、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销售；茶

文化培训、咨询 

20 

三边俱乐

部有限公

司 

三亚市 5,000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21 

国美智慧

城有限公

司 

北京市 10,000 

新能源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销售防盗报警控制器、报控制设备、防盗保险柜、

报警系统视频监控设备、五金交电、日用杂货、音

响设备、卫生用品、消防专用设备、照相器材、家

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照明专用设备、

环保专用设备；经济贸易资询；企业管理咨询；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会议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系

统集成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

医用软件）；软件开发；产品设计；维修计算机、

环保专用设备（仅限上门维修）；合同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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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业务范围 

22 

山东大中

电器有限

公司 

济南市 1,000 

批发、零售：食品、百货、装饰材料、卫生洁具、

饰品、机械设备、建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针纺织品、非专控通讯器材、出版物、

化妆品、日用品、服装鞋帽、玩具、厨房用具、电

子产品、文具、健身器材、家具、计算机及配件、

照相器材；经济贸易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搬运装卸；进出口业务；家电维修；房屋租赁；计

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

术咨询服务；增值电信业务；国内广告业务；室内

外装饰设计。 

23 

济南国美

电器有限

公司 

济南市 1,000 

批发、零售：百货，电器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家具，卫生洁具，铁艺

制品，饰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针纺织品，

非专控通讯器材，电子产品，保健食品，食品（凭

许可证经营），日用百货，厨具；零售：电子出版

物，音像制品（以上两项凭许可证经营）、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限分公司经营）；仓储理货（不

含化学危险品）；搬运装卸；房屋、场地租赁；家

用电器，电子产品的维修、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

国内广告业务；代理移动通信销售、服务业务（不

含增值业务）；旧家电的回收、销售；家电以旧换

新；非生产性物资回收（不含报废汽车、危险废物、

境外可利用废物）；建筑装潢设计；大气污染治理

服务。 

24 

天津战圣

瑞达物流

有限公司 

天津市 2,000 

物流配货；配送服务；电器设备、文化办公用机械、

日用百货、纸制品、塑料制品、工艺美术品、五金、

交电、通讯器材、汽车配件、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电线电缆批发兼零售；商务信息咨询；家用电器安

装、维修。 

25 

天津国美

战圣物流

有限公司 

天津市 2,000 

物流配货；配送服务；电器设备、文化办公用机械、

日用百货、纸制品、塑料制品、工艺美术品、五金、

交电、通讯器材、汽车配件、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电线电缆批发兼零售；商务信息咨询；家用电器安

装、维修。 

26 

天津鹏盛

物流有限

公司 

天津市 5,000 物流配货；配送服务；电器设备等闪屏批发兼零售 

27 

国美定制

（天津）

家电有限

公司 

天津市 2,000 

物流配货、配送服务；电器设备、文化办公用机械、

日用百货、纸制品、塑料制品、工艺美术品、五金、

交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汽车配件（不含五大

总成）、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电线电缆批发兼零售；

商务信息咨询；家用电器安装、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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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圣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除战圣投资外，刘春林无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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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山东龙脊岛、战圣投资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数量和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股，% 

公司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山东龙脊岛 28,500,000 11.29% 12,626,095 5.00% 41,126,095 16.29% 

战圣投资 22,765,602 9.02% 0 0 22,765,602 9.02% 

合  计 51,265,602 20.30% 12,626,095 5.00% 63,891,697 25.30% 

注：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是以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5 年 7 月 17

日开始增持的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时点； 

“本次增减变动”持股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是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15 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6 日为基准区间；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是以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为基准时点。 

本次权益变动在分别发生在 2015 年和 2018 年，具体情况为： 

2015 年 7 月 17 日至 2015 年 9 月 8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国美通讯 11,487,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5%，买进价格

区间为 11.77 元/股至 14.33 元/股。 

2018 年 2 月 5 日至 2018 年 2 月 6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买入国美通讯 1,138,6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买进价格区

间为 10.42 元/股至 11.05 元/股。 

综上而言，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2015 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6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买入国美通讯 12,626,0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买进价格区间为 10.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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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至 14.33 元/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内容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此次权益变动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协议。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通过二级市场买入

的股份均为流通 A 股，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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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资金来源合法。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授权批准程序的核查 

2018 年 2 月 1 日，山东龙脊岛作出执行董事决议，审议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入

的方式增持国美通讯股份相关议案。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履行

了内部审议和批准程序。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后续计划的核查 

对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后续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财务顾问经过核查后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本次权益变

动的后续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其他投资者产生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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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影响分析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情况

及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与独立性情况的说明》并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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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等方面做到与控股股东分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将

保持相互独立性。 

（二）对同业竞争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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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权益

变动前，山东龙脊岛已经是国美通讯的控股股东，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同上市

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龙脊岛及其实际控制人黄光裕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已经分别出具了相应承诺并于上市公司历年年度报告中进行

了披露。 

（三）对关联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重大交易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已经在上市公司历年的年度报告、

临时报告中进行了相关披露，并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 

为确保关联交易公允性及披露的及时准确性，国美通讯在《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中均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规范性要求。在本次权益变

动前，山东龙脊岛已经是国美通讯的控股股东，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已经分别出具了相应承诺并于上

市公司历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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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的核查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

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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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

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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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

署之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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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

署之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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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契或者安排。 

十一、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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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 6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山东龙脊岛及其一致行动人战圣投资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6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买入国美通讯股票的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日期 
买入股票 

股票种类 数量（股） 价格（元/股） 

山东龙脊岛 
2018年2月5日 无限售流通股 1,050,595 10.42-11.05 

2018年2月6日 无限售流通股 88,100 10.45-10.75 

山东龙脊岛及其一致行动人战圣投资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

在卖出国美通讯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

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及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均没有通过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十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披露的其他信息的核

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权益

变动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十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按照《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文件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关于本

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议等相关文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

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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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秉承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收购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资料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相关规定，《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符合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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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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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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