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8-02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

唐人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唐人神”）与长沙文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文韵管理”）、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文和友集团”）、深圳德威创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

威创元”）、湖南文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唐餐饮”）、湖南文和餐

饮有限公司（以下称为“文和餐饮”）及文彦然、杨干军签署《湖南文唐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书》”），前海唐人神

拟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投资文唐餐饮，持有其 6.1022%股权。 

2、根据上述《增资扩股协议书》，在文唐餐饮现有大香肠业务及新开发业务

猪肉类原材料全部使用公司及子公司产品的情况下，公司同意文唐餐饮及其直营

店、加盟店、相关产品使用“唐人神”用于品牌宣传推广活动。 

3、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前海唐人神出资

1,000 万元投资文唐餐饮，并同意在文唐餐饮现有大香肠业务及新开发业务猪肉

类原材料全部使用公司及子公司产品的情况下，允许文唐餐饮及其直营店、加盟

店、相关产品使用“唐人神”用于品牌宣传推广活动。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及备忘

录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长沙文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长沙文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MA4M5JC26Y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干军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481 号 1 楼 

成立日期：2017 年 09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餐饮管理；餐饮配送服务；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连锁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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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文韵管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2W7Q9M 

法定代表人：文彦然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228 号安泰新村 04 栋 609 房 

成立日期：2016 年 02 月 06 日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收藏品的销售；文化艺术品互联网销售；文化及日用品

出租；文化艺术咨询服务；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文化艺术竞赛活动的组织策

划；文化艺术讲座活动的组织策划；文化产品研发；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其他文化艺术业；文化娱乐经纪人；养老产业策划、咨询；水产业科学研究服务；

餐饮管理；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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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文和友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深圳德威创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深圳德威创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P2NJ15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德威精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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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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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前海唐人神持有其 50%的股份。 



 

 

4、湖南文和餐饮有限公司 

名称：湖南文和餐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079188412R 

法定代表人：何浩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481 号 

成立日期：2013 年 09 月 17 日 

经营范围：餐饮管理；企业管理服务；连锁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预包装食品零售；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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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文和餐饮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文彦然 

中国公民，身份证号：4301031987********，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6、杨干军 

中国公民，身份证号：4301211983********，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德威创元及前海唐人神均以现金形式出资，资金来源均为其自有资金。 

（2）标的公司的基本概况 

名称：湖南文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MA4M5N522P 

法定代表人：杨干军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 万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481 号 2 楼 

成立日期：2017 年 0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餐饮管理；连锁企业管理；散装食品批发；热食类食品制售；冷

食类食品制售（含凉菜）；企业管理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文化及日用品出

租；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文化艺术竞赛活动的组织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食品、文化用品、文化艺术收藏品的销售；食品的、文

化艺术品互联网销售；食品、文化产品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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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前，文唐餐饮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长沙文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 40.00 

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60.00 60.00 

本次交易后，文唐餐饮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长沙文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 36.3387 

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60.00 54.5080 

深圳前海唐人神投资有限公司 40.3022 6.1022 

深圳德威创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1511 3.0511 

   文唐餐饮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88,171 

负债总额 5,156,006 

净资产 9,232,165 

项目 2017 年 9-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929,449 

营业利润 5,813,789 

净利润 4,391,415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甲 1：文彦然  

甲 2：杨干军  

甲 3：长沙文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 4：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乙 1：深圳德威创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乙 2：深圳前海唐人神投资有限公司 

乙 3：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湖南文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丁方：湖南文和餐饮有限公司 

（一）增资扩股 

1、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内，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丙方进行增



 

 

资扩股，增资款合计为壹仟伍佰万元（RMB1,500 万元，其中 60.4533 万元作为

注册资本、1439.546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款项由乙方按照下述约定分期支

付： 

1)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乙 1 方和乙 2 方向丙方支付第一笔

投资款 1000 万元，其中乙 1 方支付 500 万元、乙 2 方支付 500 万元。 

2) 剩余投资款 500 万元，由乙 2 方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丙方支付。 

2、协议各方同意，在第一笔增资款到位后 60 个工作日内，丙方完成本次增

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如果丙方未按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且逾期超过 30 天

仍未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有权单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提出终止本

协议，丙方应于本协议终止后的 15 天内退还乙 1 方和乙 2 方已经支付的全部增

资款，并返还等同该笔款项银行同期贷款产生的利息。 

3、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丙方的注册资本由 600 万元增加至 660.4533 万元。 

（二）回购条款 

1、甲方保证，在不考虑丙方新引入投资人投资金额在内的情况下，在乙方

取得丙方股权后的五年内，丙方净资产按本次投后净资产为基数，年复合增长率

不低于 20%。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则甲方、丙方在保证乙方获得每年投资额

10%的单利的前提下，按原价回购乙 1 方和乙 2 方全部股权（已分红部分从总回

购价格中剔除）；若乙 1 方和乙 2 方按照持股比例享有丙方的净资产超过乙 1 方

和乙 2方投资额+年回报 10%时，则丙方按净资产回购乙 1方和乙 2方全部股权。 

1) 若丙方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 若丙方管理层违法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造成损害金额达到并超过公

司净资产的 20%的情形且得不到纠正； 

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无论何种原因丙方停止经营、且一个月内无法

恢复正常经营； 

4) 当丙方因管理层恶意发生重大亏损且净资产为负时。 

2、各方应努力促成丙方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合格 IPO（指在公认的

主流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并购重组退出；若丙方进行资产重组上市，

则乙 3 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权。 

（三）经营管理 

1、协议各方同意，本次投资完成后，丙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股

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职权、任期、议事方式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 

2、丙方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不得



 

 

在甲方、丁方及关联公司担任职务。 

3、甲 1 方为丙方实际控制人并担任董事长。 

4、协议各方同意，为了确保丙方的战略和经营管理，丙方将修改其《公司

章程》：改组董事会、监事会，委派财务负责人等。 

丙方董事会将有成员 3 名，其中 1 名由乙 2 方推荐，2 名由甲方推荐，董事

长由甲 1 方担任，甲方推荐总经理 1 名、公司财务负责人 1 名，由乙 2 方推荐财

务经理 1 名。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丙方战略规划、年度计划、重大投资、年终

分配等重大事项须经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董事表决通过。 

丙方监事会由 3 人组成，其中 2 名由甲方推荐，1 名由乙 2 方推荐，由股东

会选举和更换。 

（四）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1、甲 1 方和甲 2 方承诺，不再担任丙方董监高职务后的五年内不得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丙方相同或类似的香肠类业务。 

2、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确认，本条第 1 款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约定，

是基于本次交易而作出的，而不是基于甲 1 方、甲 2 方和丙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而作出的。甲 1 方、甲 2 方不得以本款约定与《劳动合同法》规定不一致、相冲

突等为由，而主张本款及其依据本款所作出的承诺无效、可撤销或者变更。 

3、甲方、丁方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须经丙方非关联股东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五）产品供货 

1、产品供货 

1) 乙 1 方和乙 2 方第一笔投资款支付后 30 日内，丙方全部使用乙 3 方及其

子公司产品。 

2) 乙 3 同意丙方使用“唐人神”进行品牌宣传的前提为丙方现有大香肠业

务及新开发业务猪肉类原材料全部使用乙 3 方及其子公司产品，不得在乙 3 方及

其子公司能够提供产品的前提下采购第三方产品。 

（六）品牌宣传使用 

1、宣传使用范围：乙 3 方同意丙方使用“唐人神”用于品牌宣传，且仅用

于丙方、丙方大香肠直营门店和经过乙 3 验收达标的丙方加盟店及丙方相关产品

品牌推广活动。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上述内容再许可给第三方使用，

也不得作为投资与第三方进行生产销售并盈利。 

2、目前宣传推广图形、标识、文字见附件二，丙方不得任意改变前述内容

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不得超越使用范围使用。 

3、若丙方需要“唐人神”进行品牌推广活动，丙方有责任将设计文稿报乙



 

 

3 方同意后方可使用，以免出现与法律相违背的情况。 

4、乙 3 方同意，丙方、丙方大香肠直营门店、在经过乙 3 验收达标的丙方

加盟店可使用附件二用于店内及门头、招牌。乙 3 方不得因为前述相关方使用行

为，向前述相关方以及本协议其他方主张侵权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索赔。 

如丙方加盟店就使用附件二的合法性提出意见，甲 1方、乙 3方应积极配合，

并可向丙方加盟商提供附件三形式的文件。 

（七）协议生效 

1、本协议正式生效以下列条件全部成立为前提： 

（1）经协议各方签字或（及）盖章； 

（2）经各方相关权力机构批准。 

（八）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义务

及约定，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 

2、因丙方原因导致本协议所述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完

成的，每延期一个工作日，丙方须按每个工作日人民币贰拾万元的标准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延期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3、各方同意，乙 1 方和乙 2 方未能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履行其在本协议

项下的出资义务的，每延期一个工作日，应按每个工作日人民币贰拾万元的标准

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延期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甲方、丙方、丁方有权经通知

后单方解除本协议。 

4、各方同意，除本协议的其它条款另有约定的，任一方存在重大违约行为

的，且经催告后的 30 日内，重大违约行为仍未得到纠正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

支付违约人民币伍佰万元，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5、支付违约金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本协议的权

利。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为有效借助文和友集团等在运营、人才、品牌宣传和终端推

广等方面优势，结合公司在肉制品特别是香肠领域的研发、产业链、品牌与管理

优势，共同经营开发香肠类产品，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推广公司香肠类制

品，做中国好香肠的领跑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香肠类产品销量，推动公司

肉制品产业发展，落实公司“用好肉做好肠”的经营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公司肉

品产业。 

标的公司可能存在业务开展、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

司将加强产品质量、团队运营及品牌使用等方面监控，积极促使标的公司建立有



 

 

效的内控制度及监督机制。 

七、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湖南文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