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股票代码：000918        股票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8-034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和艾美（北京）影

院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凯城（上海）

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与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兴达盛科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昭信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凯晟深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以股权+债权的协议收购方式，收购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明星时代影院”）100%股权。其中，股权对价款项 272,118,888.89

元，债权安排款项 292,881,111.11 元，共计 565,000,000.00 元。本次收购完成

后，科技公司将直接持有明星时代影院 100%股权。 

2、公司全资子公司科技公司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文化”）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股权+债权的协议收购方式，收购艾美（北

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美影院”）100%股权。其中，股权对价款

项 105,345.68 元，债权安排款项 29,894,654.32 元，共计 30,000,000.00 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科技公司将直接持有艾美影院 100%股权。 

3、2018 年 7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收购艾美（北京）

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4、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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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东风路 146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重庆水木兴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 

主要股东：深圳市厚德前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6.03%，

重庆水木庆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3.96%，深圳市厚德前

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02%。 

（二）西藏兴达盛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世通阳光新城 22 幢 1 单元 6 层 2 号  

法定代表人：苏寰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信息咨询、技术

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苏寰持股 100%。 

（三）天津昭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文三路 105 号读者新媒体大厦第三层

办公室 A 区 311 房间（TG 第 267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莹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计算机网络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 

主要股东：熊震宇持股 99.9%，杨莹持股 0.1%。 

 （四）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水闸北路 21 号 12 幢  

法定代表人：宋歌 

注册资本：72315.02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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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旅游项目投资、饮食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出租汽车客运、旅游

信息咨询、销售百货、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商品房开发等。 

主要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74%，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15.44%。 

（五）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六）上述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名称：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晨光家园 306 号楼 6 层(06)602 内 603-607 室 

法定代表人：熊震宇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4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文艺创作。 

主要股东：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其 75%的股权，天津昭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5%的股权，

西藏兴达盛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 

2018年 7月 26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专审字

[2018]01970056号审计报告，明星时代影院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89,940,790.51 698,248,774.10 

负债合计 663,586,283.52 658,899,742.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354,506.99 39,349,031.67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46,154,299.13 106,394,511.54 

营业成本 23,600,491.04 54,933,1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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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2,960,848.86 -77,718,980.26 

净利润 -12,994,524.68 -78,037,164.93 

注：以上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上述经审计数据与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公告的《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

协议的公告》中财务数据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在公司聘请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在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对部分事项进行了调整，因

此与此前标的公司聘请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差异。 

2018年 7月 30日，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3月 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明星时代影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嘉凯城

（上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

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

合评报字【2018】第 1108号）。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明星时代影院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15,971.26万元。 

 

2、名称：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A-0972 室 

法定代表人：熊震宇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2 月 5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广告；租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会议服务；技术开发、转

让、推广、服务；销售厨房用具、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I 类）、日用

品、文具用品、工艺品、服装服饰、鞋帽、玩具、珠宝首饰；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租赁、销售音响设备、影视器材。（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电影放映；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食品。 

主要股东：北京文化持有其 100%的股权。 

2018年 7月 26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专审字

[2018] 01970057号审计报告，艾美影院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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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6,658,507.12 26,144,322.42 

负债合计 32,022,854.90 31,474,687.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64,347.78 -5,330,365.54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083,463.23   9,873,485.58  

营业成本  1,296,737.20   4,007,622.06  

利润总额  -45,034.88   -245,044.43  

净利润  -33,982.24   -138,101.65  

注：以上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上述经审计数据与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公告的《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

协议的公告》中财务数据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在公司聘请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在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对部分事项进行了调整，因

此与此前标的公司聘请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差异。 

2018年 7月 30日，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3月 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艾美影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嘉凯城（上

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艾美

（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

报字【2018】第 1107号）。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艾美影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 12.44万元。 

 

（二）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1、明星时代影院 

明星时代影院持有北京明星时代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且北京

明星时代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依法具备经营院线的资质（包括但不限于持有

《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 

明星时代影院现拥有正在营业自营影院 18家（包括通过北京明星时代影院

管理有限公司等下属子公司、分公司拥有的正在营业自营影院 17家，以及正在

营业托管影院 1家（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非自营加盟影院 24

家。上述 18家自营影院均持有影院放映的相关资质，包括但不限于《电影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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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及《消防安全检

查合格证》等。 

2、艾美影院 

艾美影院设立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艾美（北京）影

院投资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现合法持有影院放映的相关资质，包括但不限于《电

影放映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及《消防

安全检查合格证》等。 

（三）交易必要性 

公司继续坚持响应国家“去库存、防风险”的调控目标，加快低效资产处置，

改善财务结构，积极培育第二主业。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获得电影发行经营许

可证，进入前景良好的院线行业。  

（四）明星时代影院公司章程和艾美影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

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五）明星时代影院和艾美影院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六）明星时代影院和艾美影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于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一：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二：西藏兴达盛科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三：天津昭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一、甲方二及甲方三单独或合称“甲方”或“转让方” 

乙方：嘉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市凯晟深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股权：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一）标的股权的转让款及支付 

甲、乙双方确认，标的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272,118,888.89 元，

其中：乙方应向甲方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204,089,166.67 元，乙方应

向甲方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27,211,888.89元，乙方应向甲方三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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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40,817,833.33 元。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为分期支付，在满足各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后由乙方向甲方

支付： 

1、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款的 70%（含乙方已向共管账户中划付的

保证金），即人民币 190,483,222.22 元，乙方应在下列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后（以

甲方书面告知乙方先决条件满足送达之日为准）五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进行支

付： 

（1）本协议签署并生效； 

（2）甲方与乙方于本协议签订日就本协议附件五共管事项中列明的证照、

印鉴、公章完成共管（以下简称“章证照共管”，共管方式为：将共管事项中列

明的证照、印鉴、公章放入甲、乙双方认可的在标的公司办公地点的保险箱内，

该保险箱需由乙方保管保险柜密码、甲方保管保险柜钥匙方可打开），乙方派员

至标的公司参与管理； 

（3）甲方和标的公司向乙方出具书面承诺函，内容为：截至付款日所作的

陈述、声明和保证真实、有效、准确，本协议签署日至付款日期间，如相关陈述、

声明和保证发生变化，甲方和标的公司均有义务及时告知乙方； 

（4）甲方已将标的股权过户、董事会、法定代表人、监事等人员的工商变

更材料递交给工商行政部门，并取得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收件回执。 

2、自股权交割日和材料交接（不含共管的章证照）完成之日（以较晚发生

之日为准）起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同意从共管账户向甲方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总

额为人民币 190,483,222.22元，付款安排如下： 

（1）向甲方一支付小计为人民币 142,862,416.67元：其中，向甲方一账户

支付人民币 90,362,416.67元，向甲方一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52,500,000元； 

（2）向甲方二支付小计为人民币 19,048,322.22元：其中，向甲方二账户

支付人民币 12,048,322.22，向甲方二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7,000,000 元； 

（3）向甲方三支付小计为人民币 28,572,483.33元：其中，向甲方三账户

支付人民币 18,072,483.33元；向甲方三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10,500,000元。 

3、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款剩余的 30%，即人民币 81,635,666.67

元，由乙方在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i)上述第 1条规定的全部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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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满足；(ii)与标的公司按照本协议第 4.4条的约定完成共管章证照的交接、

解除共管事项之日起三个月内按如下方式向甲方支付： 

（1）向甲方一支付小计为人民币 61,226,750元：其中，向甲方一账户支付

人民币 38,726,750，向甲方一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22,500,000 元； 

（2）向甲方二支付小计为人民币 8,163,566.67元：其中，向甲方二账户支

付人民币 5,163,566.67，向甲方二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3,000,000 元； 

（3）向甲方三支付小计为人民币 12,245,350元：其中，向甲方三账户支付

人民币 7,745,350元，向甲方三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4,500,000 元。 

4、标的公司、乙方若遭受基于股权交割日之前任何原因所导致的实际损失

或者可预期的或有损失、负债，且该等损失、负债的金额经标的公司与乙方一致

确认或经由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以判决、裁定或行政处罚通知等形式

予以最终确认，或乙方有明确证据证明确定的损失金额的，乙方有权从其应当支

付的任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与该等损失、负债等额的金额。 

（二）标的公司债务处置 

1、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尚欠丙方投资借款本金人民币

292,881,111.11元（简称“债权款”）。此外，丙方同意自 2018年 4月 1日起，

标的公司向丙方的借款本金不再计息，丙方除收取债权款外，不再要求乙方或标

的公司支付任何费用或兑现任何其他权益。 

2、标的公司或乙方应按如下方式向丙方偿还债权款： 

（1）第一期债权款为债权款的 70%，即人民币 205,016,777.78 元，在本协

议第 3.2.1条（即上述“（一）标的股权的转让款及支付”之第 1条）约定的先

决条件全部满足后五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向标的公司名下共管账户支付。 

（2）自股权交割日和材料交接（不含共管章证照）完成之日（以较晚发生

之日为准）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同意从共管账户向丙方账户支债权款总额为人

民币 205,016,777.78元； 

（3）第二期债权款为债权款剩余的 30%，即人民币 87,864,333.33 元，由

标的公司在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丙方支付：(i)第

3.2.1条（即上述“（一）标的股权的转让款及支付”之第 1条）规定的全部先

决条件已经满足；(ii)本协议第 4.4条约定的共管章证照交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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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本协议附件一所列标的公司债务及丙方上述债权以外，标的公司及其

子公司（含子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不存在其他现时负债以及或有负债，如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子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因在股权交割日前标的公

司及其子公司（含子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存在的负债或者因在股权交割日

前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子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的原因产生的负债，则

该等债务全部由甲方承担，针对上述负债因标的公司未如实披露，由此给乙方和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子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由

甲方向乙方和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子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进行赔偿。 

（三）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内产生的损益归乙方所有。 

（四）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五）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六）协议生效条件 

除另有约定外，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委派代表）签字或

盖章及各方加盖公章且丙方已将享有标的公司的质权解除（股权出质登记编号

91110105MA002B2009-0）之日起生效。 

 

《关于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嘉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一）交易价款及支付 

1、甲乙双方确认，标的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05,345.68元，其

中：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05,345.68元。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为分期支付，在满足各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后由乙方向

甲方支付： 

（1）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款的 70%（含乙方已向共管账户中划付

的保证金），即人民币 73,741.98 元，由乙方在下列先决条件中的①至④均得到

满足后（以甲方书面告知乙方先决条件满足送达之日为准）五个工作日内向共管

账户进行支付，在下列全部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后（以甲方书面告知乙方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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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满足送达之日为准）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同意从共管账户向甲方支付股权

转让款 73,741.98元： 

①本协议签署并生效； 

②甲方将本次股权转让事宜通知时代投资，并由时代投资将依据《电影院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书》托管的影院的全部资料移交乙方，乙方派员至标的公司参与

管理； 

③截至付款日，甲方和标的公司所作的陈述、声明和保证真实、有效、准确，

本协议签署日至付款日期间，如相关陈述、声明和保证发生变化，甲方和标的公

司均有义务及时告知乙方； 

④标的公司的股权过户、董事会、法定代表人、监事等人员的工商变更材料

递交给工商行政部门，并取得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收件回执； 

⑤本次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程序全部完成，乙方已登记为标的公司的唯一

股东，标的公司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2）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款剩余的 30%，即人民币 31,603.70元，

由乙方在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甲方支付： 

①上述第（1）条规定的全部先决条件已经满足； 

②标的股权交割手续已经完成。 

（3）标的公司、乙方若遭受基于交割日之前任何原因所导致的实际损失或

者可预期的或有损失、负债，乙方有权从其应当支付的任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中

扣除与该等损失、负债等额的金额。 

（二）标的公司债务处置 

1、标的公司或乙方应按照如下安排向甲方偿还债权款（共计人民币

29,894,654.32元）： 

（1）第一期债权款为债权款的 70%（含乙方已向共管账户中划付的保证金），

即人民币 20,926,258.02元，由乙方在下列先决条件①和②全部满足（以甲方书

面告知乙方先决条件满足送达之日为准）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在下

列全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同意从共管账户向甲方支付，

甲方收到第一期债权款视为乙方已代标的公司向甲方偿还该债务中的相应金额： 

①本协议签署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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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标的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材料已经递交给工商行政部门，并取得工商

行政部门出具的收件回执； 

③本次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程序全部完成，乙方已登记为标的公司的唯一

股东，标的公司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2）第二期债权款为债权款剩余的 30%，即人民币 8,968,396.30 元，由标

的公司在满足下列先决条件（以甲方书面告知标的公司先决条件满足送达之日为

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甲方偿还： 

①上述第（1）条规定的先决条件已经全部满足； 

②标的股权交割手续已经完成。 

3、除本协议附件一所列标的公司债务及上述债权以外，标的公司及其分公

司不存在其他现时负债以及或有负债，如标的公司及其分公司因在股权交割日前

标的公司及其分公司存在的负债或者因在股权交割日前标的公司及其分公司的

原因产生的负债，则该等债务全部由甲方承担，由此给乙方和标的公司及其分公

司造成损失的，由甲方向乙方和标的公司及其分公司进行赔偿。 

（三）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内产生的损益归乙方所有。 

（四）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五）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及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

生效。 

 

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明星时代影院拥有国家新闻出版广播总局电影局印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

证》。本次股权评估是基于明星时代影院现有运营的所有影院收益进行测算。市

场上，影院的股权收购价值通常参考票房倍数（即 100%股权价值/最近一年票房

收入）确定。根据行业对影院收购惯例，票房倍数均值约为 3 倍左右。根据明星

时代影院拥有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和收益估值水平等综合因素考虑，经公

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按照低于市场票房倍数均值，确定本次收购明星时代影院

100%股权的股权款为 2.72亿元。 



12 
 

艾美影院定价系根据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六、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继续坚持响应国家“去库存、防风险”的调控目标，加快低效资产处置，

改善财务结构，积极培育第二主业。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获得电影发行经营许

可证，进入前景良好的院线行业。  

近年来，国家政策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文化产业发展环

境持续改善。电影产业作为文化娱乐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各类社会资本进

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同时，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带动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的不断提升，在供给和需求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电影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2012-2017年，国内电影市场经历了票房规模大幅扩容、观影人次快速增长

的红利期。电影票房由 171亿元增长至 52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25.10%，观

影人次由 4.67亿人次增长至 16.10 亿人次，年复合增长率达 28.09%。 

本次收购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并有利于公司迅速进军前景良好的院线行

业。同时，本次收购有利于提升明星时代影院和艾美影院的管理能力，有望提升

明星时代影院、艾美影院和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基于国内电影市场发展的良好趋势，综合明星时代影院和艾美影院所拥有的

院线资质和影院资源，公司选择收购明星时代影院和艾美影院以进入院线行业领

域，加强公司产业布局，为后续第二主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关于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关于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4、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5、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6、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7、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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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