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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之 2018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2017 年 6 月 13 日，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文旅”

或“收购人”）与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

新郎•希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国际”）、山东新郎欧美尔

家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美尔家居”）、达孜县正道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正道咨询”）、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昌盛三号私募基金（以

下简称“昌盛三号基金”）、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昌盛四号私募基

金（以下简称“昌盛四号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次协议

转让”），收购上述交易对手方所合计持有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

努尔”或“上市公司”）200,017,447 股股份（占希努尔已发行股份数的 62.51%），

通过受让上述股份，雪松文旅将取得希努尔的控制权。 

2017 年 6 月 27 日，雪松文旅公告了《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雪松文旅自 2017 年 6 月 28 日起向

除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对手方、王桂波先生、收购人本身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君凯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凯投资”）以外的希努尔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

有的全部已上市流通股的要约（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要约收购期限为：

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 

2017 年 8 月 2 日，希努尔公告了本次要约收购结果。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要约收购期限内，已预受要约且未撤回的预受要约户数为 1 户，共计 50

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要

约收购生效，对于本次要约收购最终预受要约股份数没有超过收购人预定收购数

110,484,030 股，收购人按照《要约收购报告书》的要约收购条件购买股东预受

要约的希努尔股份 50 股。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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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完毕。至此，雪松文旅已全面履行完要约收购义务。 

2018 年 4 月 27 日，希努尔披露了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希努尔的收购方财务顾问，

持续督导期从雪松文旅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至要约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

自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2018 年 8 月 1 日）。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则，通过日常沟通，结合希努尔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出具持续督导期（即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持

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一、要约收购履行情况 

2017 年 8 月 2 日，希努尔发布《关于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全面

要约收购公司股票结果暨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1），根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要约收购期限内，已预受要约且未撤回的预受要约户数为 1 户，共

计 50 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要约收购生效，对于本次要约收购最终预受要约股份数没有超过收购人预定

收购数 110,484,030 股，收购人按照《要约收购报告书》的要约收购条件购买股

东预受要约的希努尔股份 50 股。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办理完毕。 

至此，雪松文旅已全面履行完要约收购义务。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 

本持续督导期内，雪松文旅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希努尔的股东权益。 

本持续督导期内，雪松文旅、希努尔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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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收购完成后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况，雪松文旅及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雪松文旅承诺如下： 

“1、在雪松文旅受让希努尔 200,017,447 股的股份（占希努尔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62.51%）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直接或间接从

事任何与希努尔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

的生产与经营，亦不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希努尔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

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2、如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希努尔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

务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

立即通知希努尔，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希努尔，以避免与希努尔及下属公司

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以确保希努尔及希努尔其他股东利

益不受损害； 

3、本承诺在本公司作为希努尔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4、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

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劲承诺如下： 

“1、在雪松文旅受让希努尔 200,017,447 股的股份（占希努尔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62.51%）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

事任何与希努尔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

的生产与经营，亦不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希努尔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

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2、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希努尔主营业务发生实质性

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立即通知希努

尔，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希努尔，以避免与希努尔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

在实质性同业竞争，以确保希努尔及希努尔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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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承诺在本人作为希努尔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4、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

义务和责任，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二）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就未来可能与希努尔产生的关联交易，雪松文旅及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张劲出具《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雪松文旅承诺如下： 

“1、在雪松文旅受让希努尔 200,017,447 股的股份（占希努尔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62.51%）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将按法律、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减少与希努尔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

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与希努尔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希努尔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

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希努尔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希努尔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2、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

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劲承诺如下： 

“1、在雪松文旅受让希努尔 200,017,447 股的股份（占希努尔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62.51%）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按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减少与希努尔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公正、公

平、公开的原则，与希努尔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希努尔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

易非法转移希努尔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希努尔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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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2、本承诺在本人作为希努尔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

义务和责任，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三）保持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收购人

及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劲分别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经

营独立性的承诺函》。 

收购人承诺如下： 

“为保证希努尔的独立运作，在本公司受让希努尔200,017,447股的股份（占

希努尔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2.51%）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希努尔将继续保持完整

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与

希努尔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构方面完全分开，希努尔拥有独立面向

相关行业市场的经营能力。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的相关规定，避免从事任何影响希努尔经营独立性的行为。” 

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劲承诺如下： 

“为保证希努尔的独立运作，在雪松文旅受让希努尔 200,017,447 股的股份

（占希努尔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2.51%）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希努尔将继续保

持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

业与希努尔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构方面完全分开，希努尔拥有独立面

向相关行业市场的经营能力。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的相关规定，避免从事任何影响希努尔经营独立性的行为。” 

（四）对原实际控制人目前仍有效承诺的承接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桂波先生所作

出且仍有效的承诺主要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其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主要内容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均未从

事与希努尔男装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未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希努尔男

装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将来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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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中也不从事与希努尔男装相同或相似的业务，避免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新设立或收购与希努尔男装有相同或相似业务

范围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希努尔男装出现有

相同、或相似、或相竞争业务的情况，则本人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示

的方式消除与希努尔男装的同业竞争：（1）希努尔男装收购本人或相关公司拥有

的相同、或相似、或相竞争业务；（2）本人或相关公司将拥有的该部分相同、或

相似、或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同时本公司承诺，在同业竞争消除

前产生的利润归希努尔男装所有。” 

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劲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对原实际控制人所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予以承接。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雪松文旅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劲不存在违反其承诺

的情形。 

 

四、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一）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雪松文旅没

有未来 12 个月内处置其已拥有希努尔权益股份的计划，同时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希努尔股份的可能性。 

若在未来 12 个月内，雪松文旅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持希努尔

的股份，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雪松文旅没有处置其已拥有希努尔权益股份的计

划，也不存在增持希努尔股份的情形。 

（二）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在《要约

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雪松文旅不排除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

有利于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在不改变现有主营业务的情况下，对主营业务

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筹划相关事项，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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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届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根据 2018 年 2 月 13 日希努尔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希努尔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

司经营范围修改为：高中档西服、衬衣、服饰、防静电工作服及阻燃防护服的制

造；服装设计；销售本公司制造的产品；面、辅料的物理测试和理化检测；本公

司商品的周转及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有房屋租赁；文化旅游

项目开发、建设、经营与销售；表演、歌舞、戏曲杂技，接待文艺演出，承接国

内外演出经营；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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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上述议案需提交上市公司最近的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变更不构成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希努尔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调整。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雪松文旅未提出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三）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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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优化上市

公司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在《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

雪松文旅不排除对上市公司资产和业务进行适当调整，或筹划与他人合资或合作

事项，以及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

况需要筹划相关事项，雪松文旅届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1、对外投资情况 

经核查，2018 年 2 月 7 日，希努尔新设了全资子公司诸城市松旅恐龙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诸城市松旅恐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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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定代表人：鲍将军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3、住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龙都街道龙昌路 6 号龙昌名邸沿街房 102 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2MA3MP2A67J 

5、经营范围：文化旅游开发；主题公园开发、经营；文化活动策划、组织；

文化传播策划；文艺表演、演出经纪；游乐园服务；酒店管理；住宿服务；餐饮

服务；旅游用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百货、金属制品、工艺品、农

副产品网上及实体店铺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动漫设计；展览展示服

务；摄影服务；游乐设备的安装、维修、保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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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除上述情形外，希努尔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2、购买或者出售资产情况 

（1）收购香格里拉市仁华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西安天楠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90%股权 

经核查，根据 2018 年 3 月 14 日希努尔发布的《关于收购香格里拉市仁华置

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西安天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06），2018 年 3 月 12 日，希努尔与李春华和吴瑜明签署了关于收

购香格里拉市仁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华置业”）100%股权的《股权收

购协议》，根据仁华置业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仁华置业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46,727,592.75 元，双方确定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对

价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 

2018 年 3 月 12 日，希努尔与广州天楠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天楠文旅”）签署了关于收购西安天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

天楠文旅”）90%股权的《股权收购协议》，根据西安天楠文旅 2018 年 2 月 28 日

的财务报表，西安天楠文旅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99,629,812.50

元，双方确定西安天楠文旅 90%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90,000,000 元。 

以上事项已经上市公司于 2018年 3月 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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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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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收购广西灵水小镇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8 年 2 月 5 日，希努尔与广州逸星娱乐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广西灵水小

镇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水文旅”）100%股权的《股权收购协议》，

根据灵水文旅 2018 年 2 月 5 日的财务报表，灵水文旅 2018 年 2 月 5 日的净资产

为人民币 9,218.49 元，双方确定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9,218.49

元。 

根据《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规定，本次交易在总经理审批权限之内，无须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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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拟收购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下属项目公司嘉善康辉

西塘旅游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嘉善康辉创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

权 

经核查，根据希努尔 2018 年 3 月 24 日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0），2018 年 3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补充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1），2018 年 3 月 22 日，上市公司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西塘项目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公司拟收购北京中福康华景

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下属项目公司嘉善康辉西塘旅游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嘉善康辉创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将

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分别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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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仅为交易双方合作意向的初步洽商结果，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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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交割条件等交易具体事项尚需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情况进一步协

商后，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进

行审议，最终交易的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希努尔不存在重大资产购买或出售的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本持续督导期内，希努尔的资产和业务均未发生过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情况，希努尔亦未发布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公告。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购买或出售的情况，上市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出售或者购买资产的行为已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雪松文旅将严格遵照中国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控股股东的职责，

公平对待所有股东，保障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根据希努尔主营业务进一步

发展及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需要，自《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雪松文旅不排除在遵守法律法规及希努尔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对希

努尔董事会、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的调整，亦不排除与希努尔其

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达成合同或者默契。 

经核查，根据 2018 年 2 月 13 日希努尔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希努尔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和《关于聘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鲍将军先生为上市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意聘任洪鸣先生为上市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同意聘任董昕先生和何兆麟先生为上市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 2018年 3月 14日希努尔发布的《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及补选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8），上市公司收到职工代表监事王立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王立刚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补选何胥木先生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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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职务 变动前 变动后 

监事 
股东代表监事：陈莉敏、徐雪影 

职工代表监事：王立刚 

股东代表监事：陈莉敏、徐雪影 

职工代表监事：何胥木 

高级管理

人员 

总经理：韩刚 

董事会秘书：何兆麟 

财务总监：刘剑 

总经理：鲍将军 

副总经理：董昕、何兆麟 

董事会秘书：何兆麟 

财务总监：洪鸣 

除上述情况之外，本持续督导期内，希努尔不存在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调整的情况。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上述计划落实情况良好。 

（五）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雪松文旅尚

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提出对希努尔的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但因适应

市场环境变化、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并经希努尔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的除

外。 

经核查，根据 2018 年 2 月 13 日希努尔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希努尔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

司经营范围修改为：高中档西服、衬衣、服饰、防静电工作服及阻燃防护服的制

造；服装设计；销售本公司制造的产品；面、辅料的物理测试和理化检测；本公

司商品的周转及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有房屋租赁；文化旅游

项目开发、建设、经营与销售；表演、歌舞、戏曲杂技，接待文艺演出，承接国

内外演出经营；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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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上述议案需提交上市公司最近的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2018 年 3 月 14 日希努尔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5），希努尔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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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类型变更，结合公司实际及工商要求，同意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上述议案需提交上市公司最近的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对公司章程的修改不涉及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对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

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情况。 

（六）对被收购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为增强希努尔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优化

企业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和人员结构，在保持公司核心人员总体稳定的情况下，

自《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起，雪松文旅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希努尔

现有员工聘用计划进行必要调整。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希努尔业务正常开展，员工聘用情况未发生重大

变动。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上述计划落实情况良好。 

（七）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雪松文旅尚

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对希努尔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希努尔不存在对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对《公司章

程》股利分配条款进行修订的情形。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为增强希努尔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

希努尔资产质量，促进希努尔长远、健康发展，自《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

起，雪松文旅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希努尔相关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适当合

理及必要调整的可能。如果未来根据希努尔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调整，雪松文

旅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提出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

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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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担保或者借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希努尔未新增担保或借款。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希努尔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

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雪松文旅依法履行了要约收购的报告和公告义

务；雪松文旅和希努尔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

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况；未发现希努尔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关于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8 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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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8 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

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申晓毅                   晏学飞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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