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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接受浙报数字文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数文化”、“公司”、“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独立财务顾问。按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独立财务

顾问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经审慎核查本次

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不构成对浙数文化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

者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

险，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本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和材料由浙数文化

提供，浙数文化对其所提供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

证该等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独立财务顾问不承

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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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浙数文化、浙报传媒、

上市公司、本公司、

公司

指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浙报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报控股、交易对方 指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交易标的 指

浙报传媒 21家一级子公司股权，具体为浙报发展、钱报公司、
网络医院、老年报公司、浙报印务公司、九星传媒 100%股权，
浙江在线 70.51%股权，法制报公司、美术报公司、江南游报
公司、乐清日报公司、瑞安日报公司、海宁日报公司、诸暨

日报公司、东阳日报公司、上虞日报公司、柯桥日报公司、

永康日报公司、温岭日报公司、高铁旅游公司 51%股权和浙
商传媒 49%股权

《资产出售协议》 指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之资产出售协议》

浙报发展 指 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

钱报公司 指 钱江报系有限公司

网络医院 指 浙江智慧网络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老年报公司 指 浙江老年报报业有限公司

浙报印务公司 指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九星传媒 指 浙江九星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在线 指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有限公司

法制报公司 指 浙江法制报报业有限公司

美术报公司 指 浙江《美术报》有限公司

江南游报公司 指 浙江《江南游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乐清日报公司 指 乐清日报有限公司

瑞安日报公司 指 瑞安日报有限公司

海宁日报公司 指 海宁日报有限公司

诸暨日报公司 指 诸暨日报有限公司

东阳日报公司 指 东阳日报有限公司

上虞日报公司 指 上虞日报有限公司

柯桥日报公司 指 绍兴市柯桥日报有限公司

永康日报公司 指 永康日报有限公司

温岭日报公司 指 温岭日报有限公司

高铁旅游公司 指 上海高铁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浙商传媒 指 浙江浙商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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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年 9月 8日修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 12月 28日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 8月 31日修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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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概述

为全面提升公司核心发展战略，打造更具有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国内领先互联网数字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向浙报控股出售持有的新闻传

媒类资产，交易标的包括公司持有的 21家一级子公司的股权，具体为浙报发展、

钱报公司、网络医院、老年报公司、浙报印务公司、九星传媒 100%股权，浙江

在线 70.51%股权，法制报公司、美术报公司、江南游报公司、乐清日报公司、

瑞安日报公司、海宁日报公司、诸暨日报公司、东阳日报公司、上虞日报公司、

柯桥日报公司、永康日报公司、温岭日报公司、高铁旅游公司 51%股权和浙商

传媒 49%股权。上述资产以人民币 199,671万元的价格向控股股东浙报控股出

售，浙报控股以人民币现金支付对价。

截至交易定价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交易标的账面价值合计 76,084

万元，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标的评估值合计为 199,671万

元，评估增值 123,587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162.4%。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标的 评估报告

评估值/交易
价格（万元）

1 浙报发展 100%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1号 56,530.71
2 钱报公司 100%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3号 68,056.63
3 网络医院 100%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5号 5,580.87
4 老年报公司 100%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8号 779.47
5 浙报印务公司 100%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20号 11,738.37
6 九星传媒 100%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9号 1,475.43
7 浙江在线 70.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4号 6,809.33
8 法制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2号 4,240.09
9 美术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7号 2,469.17
10 江南游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9号 399.49
11 乐清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0号 6,767.28
12 瑞安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1号 2,483.89
13 海宁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2号 5,654.20
14 诸暨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3号 5,000.00
15 东阳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4号 4,812.16
16 上虞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5号 1,3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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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柯桥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6号 3,973.26
18 永康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7号 8,247.68
19 温岭日报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18号 1,265.05
20 高铁旅游公司 51%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21号 510.00
21 浙商传媒 49%股权 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76-06号 1,573.02

合计 199,671.00

2017年 2月 23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7年 3

月 31日经上市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无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上述 21家标的公司股权。

（二）资产交付和过户情况

2017年 3月 3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售的 21家标的公司已办理完毕股

权工商变更备案手续，收到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

确认文件和换发的营业执照。同日，浙报控股向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

199,671万元。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与浙报控股根据签订

的《资产出售协议》，已办理完成 21家标的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及过户手续，

资产过户或交付程序合法、完整。

二、交易双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双方已经按照《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与《资产出售协议》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各方已经按照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与《资产出售协议》的要求履行相

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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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数文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未编制盈利预测报告。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浙报发展等 21家主要为上市公司与报刊杂志及印刷业务

有关的资产。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新闻传媒资产转移至控股股东，保留更具

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的数字娱乐及大数据产业板块，有利于优化自身业务结构，

集中资金及资源重点发展优势业务，使之更上一层楼，从而提升公司的资产质

量和盈利能力，实现业务的转型升级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努力推动“四位一体”大数据产业生态圈建设提速，大力探索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技术为各行各业变革优化提供标准化与个性化应用服务的能力，取

得一定成效。板块核心“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在国内率先采用 EPC模式建

设，同时，公司大数据产业与阿里云、华为等行业内领先者达成战略合作，产

业布局、资本运作、项目落地能力大幅提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 21家公司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市公

司总负债减少，总资产和净资产会增加，资产负债率降低。

2017年，浙数文化实现营业收入 162,662.0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165,693.64万元，与 2016年相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率

170.90%。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过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上市公司优化了自身财务及

业务结构，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业务转型升级和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督导期内，浙数文化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加

强信息披露工作。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尽其责、恪尽职守、规范

运作，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公司治理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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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督导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2017年 4月 1日，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人数由 9人制调整为 5人制，其中独立董事人数调整为 2人。选举齐茵女士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经公司 4月 1日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决

定，选举齐茵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季新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职务及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2017年 4月 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

司董事蒋国兴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高海浩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同时去公司董事、

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聘任公司财务总监郑法其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方卫英、童杰、何锋、朱仁华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燕女士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职务，曹国熊先生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

计委员会委员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胡晓明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

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委员职务。上述人员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2017年 9月 14日，公司独立董事宋建武先生因已连续两届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期不得连

续超过两届的任职资格规定，宋建武先生任期结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补选何晓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督导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

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的要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较大的其他事项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双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自责任和义务，实

际实施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