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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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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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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

行了核查，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

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此，本财务顾问特作出以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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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对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书面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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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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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披露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4、在与委托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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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权益变动前，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73,556,10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57%，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46,492,76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01%，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6、除需履行收购方内部决策程序外，本次收购还需取得江西省省属国有企

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批准受让股份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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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需提请注意的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份对价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尚有部分股份对价款待支付，如收购方因资金筹集或其它原因未能按协

议约定及时、足额付款，也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 

8、本次拟转让的股份存在质押于第三方的情况，需及时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后方能顺利转让。若上述股份质押解除手续未按交易双方的协议约定及时办理，

则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 

9、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

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10、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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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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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国旅联合 指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

方、江旅集团 
指 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国资委 指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西国控 指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厦门当代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金汇丰盈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当代旅游 指 厦门当代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金汇投资 指 北京金汇丰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厦门当代

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国旅联合 57,936,660 股和北京金汇丰

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 15,000,000 股非限售流通股股份，

共计 72,936,6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44%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厦门当代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北京金汇丰盈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与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旅联合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

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针对本次权益变动拟委托上市公司公告的《国旅联

合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核查意见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16 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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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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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财务顾问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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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登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在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审慎的尽职调查和认真阅读信息披露

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收购管理办法》、《15 号准则》

和《16 号准则》的要求。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江旅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付德 

注册资本： 189,492.1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3147663083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旅游及相关产业；投资与投资管理咨询，国际国内贸易。 

经营期限：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64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 183 号江旅国际大厦 817 室 

联系电话： 0791-87705005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声明函，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负有

到期未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也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也不

存在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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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收购国旅联

合股权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

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能够提供《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的核查 

1、江旅集团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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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江旅集团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江西省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阳光资产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共青城健行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江西省省属国
有企业资产经
营（控股）有

限公司

杭州开耀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德清承天江
旅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共青城众润
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100%

26% 37% 8% 8% 8%13%

 

2、江旅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江西国控持有江旅集团37.00%股权，为江旅集团控

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列示如下： 

名称：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应华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63363555U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的管理和运营；资本运营;企业改制重组顾问、

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资产托管和代理；省国资委授权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2004 年 5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 8 号 

（2）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江西省国资委持有江西国控 100%股权，为江旅集

团的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企业工商资料，本财务顾问认为：江旅集团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已充分披露了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 

3、江旅集团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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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江旅集团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

务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江旅集团控股股东江西国控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

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1 
江西国控物流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商品货物配送、仓储、包装、搬运装卸、

物流信息、投资服务等物流一体化服务，

投资物流及物流相关行业。 

直接持股

100.00% 

2 

江西省国控产业

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 

100,100.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直接持股

99.90% 

3 
江西省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4,350.00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可承接建筑、

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

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

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人防工程)设计甲级;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工

程、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

基础工程施工;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

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建筑设计、工程咨询、建筑

技术服务;国内货物贸易。 

直接持股

60.20% 

4 
江西联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200,000.00 

对各类行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

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 

直接持股

100.00% 

5 
新余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370,478.0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销售；水泥

及水泥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液化气体、压缩气体、易

燃液体（蒽油、萘、沥青、粗苯、氧气、

氮气、氩气、液氧、液氩、液氮、洗油、

脱酚油、煤焦油）（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有效期至 2018 年 1 月 14 日）；通用设备

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和车辆）、安装和维

修；进出口贸易；房屋建筑、安装、维

修、仓储租赁业;互联网服务;农业开发。 

直接持股 

100% 



 

9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6 
江西省盐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2,625.61 

食盐、工业盐、盐化工产品、塑料制品、

包装物料的生产及销售；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建筑材料、装璜材料、日用

百货、家用电器、化肥、农资（不含种

子和农药）的销售。科技及信息咨询服

务；国内贸易；轻工机械制造、销售。 

直接持股

46.92% 

除上述所列核心企业外，其他主要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1 

江西省晶诚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9,000.00 

物业管理、咨询；房屋租赁；园林绿化管理；

停车场管理；餐饮企业管理；楼宇机电设备管

理；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

国内贸易；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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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100.00% 

2 

江西瑞林房

地产有限公

司 

6,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直接持股

100.00% 

3 

江西省长青

宾馆有限责

任公司 

5,700.00 
住宿*餐饮*卡拉 OK 歌舞厅*小百货、食品、

工艺品、土特产销售 

直接持股

100.00% 

4 
江西集成置

业有限公司 
3,633.33 

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及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

开发经营。 

直接持股

100.00% 

5 

江西国资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000.00 

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

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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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100.00% 

6 

江西省长青

国贸实业有

限公司 

2,500.00 

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

口业务除外）；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技

术咨询；对各类行业的投资；货运代理；会展

服务；畜禽产品的生产、销售；饲料、农副土

特产品、机械、电子设备、针纺织品、服装、

五金交电化工、百货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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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100.00% 

7 
江西南冶资

产管理有限
1,000.00 对资产（含物业）进行管理、经营。 

直接持股

100.0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834006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834006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834006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098984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098984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098984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7939197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7939197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7939197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9776081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9776081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9343320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9343320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9343320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967435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967435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967435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30031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300312


 

10 

序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公司 

8 

江西省赣林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0.00 

林业综合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竹制品、森林

防火机械、森林病害虫检疫器械、仪器仪表销

售 

直接持股

100.00% 

9 

江西中江控

股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 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商业管理 
直接持股

100.00% 

10 

江西省畜产

进出口有限

公司 

1,587.60 

生产、加工服装、床上用品、羽绒羽毛制成品；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

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

口商品（羊毛除外）以外的畜产品原料及制品、

羊毛、服装、地毯、食品、饲料、轻工工艺品、

机电商品、西药原料等商品的进出口及代理进

出口业务和国内贸易技术进出口。 

直接持股

66.60% 

11 

江西省化工

建材有限公

司 

1,000.00 

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

口业务除外）；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技

术咨询；对各类行业的投资；货运代理；会展

服务；畜禽产品的生产、销售；饲料、农副土

特产品、机械、电子设备、针纺织品、服装、

五金交电化工、百货的批发、零售。 

直接持股

65.98% 

12 

江西省春江

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

司 

2,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修。 
直接持股

60.00% 

13 

深圳市春江

宏丰经贸发

展有限公司 

1,510.00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有物业租赁 

直接持股

60.00% 

14 

江西国控大

地风景旅游

发展有限公

司 

3,000.00 

旅游资源开发；酒店企业管理服务；国内贸易；

策划创意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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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51.00% 

15 
江西钨业集

团有限公司 
60,000.00 

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有色金属矿产品冶

炼、加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有色金属

生产相关材料、矿产品及其加工产品、有色金

属产品、机械、电子设备、汽车零部件的加工、

生产及销售；有色金属生产相关的技术服务；

综合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对外贸易经营 

直接持股

49.00% 

16 

江西省海济

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00 
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经济技术咨询；对外

投资；国内贸易。 

直接持股

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30031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55938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55938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55938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765769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765769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5765769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9148373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9148373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9148373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077313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077313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077313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147212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147212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147212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147212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9445853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9445853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9445853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4434648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4434648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4434648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4434648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075681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075681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075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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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17 

江西联晟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 

6,100.00 

电子元器件、电子电器及其原辅材料、专用设

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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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40% 

18 

南昌市信仁

富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0 

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国内贸

易 

直接持股

40.00% 

19 
江西国宏化

工有限公司 
3,525.85 生产、销售偏氯乙烯(20kt/a)、盐酸（600t/a） 

直接持股

40.55% 

20 

赣资泰豪（上

海）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0 
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管理咨

询，实业投资。 

直接持股

40.00% 

21 

江西旧机动

车交易中心

股份有限公

司 

600.00 

旧机动车评估定价及旧机动车收购、销售、寄

售、代购、代销、租赁；配件供应、美容及信

息服务；为买卖双方提供过户、上牌服务，机

动车代理登记；旧机动车经纪人委托培训；小

轿车经营；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化工建材、

机械设备的批发与零售；停车服务；代理机动

车年检等相关服务项目。 

直接持股

35.50% 

22 

江西金控供

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20,000.00 

供应链管理；国内贸易；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出

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货运代理；物流代理服务；仓储服务；网上贸

易代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

询。 

直接持股

34.00% 

23 

北京通用航

空江西直升

机有限公司 

19,500.00 

投资经营直升机及其他航空器；航空零部件的

研发、销售、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凭《对

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经营》）；资本运营、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重组并购、产业和股权

基金管理（不含证劵投资基金管理）；基础设

施建设、房地产开发 

直接持股

30.77% 

24 

南昌红星美

凯龙环球家

居博览中心

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0 

家具、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

货、针纺织品、日用杂品（除烟花爆竹）、家

用电器、办公用品及设备、工艺品、机电设备、

卫生洁具的批发及零售；物业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安装工程 

直接持股

30.00% 

25 江西丰林投 5,000.00 松脂销售；造林苗、城镇绿化苗、经济林苗， 直接持股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097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097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097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4958747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4958747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7024516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7024516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7024516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7024516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6090029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6090029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6090029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6090029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515022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515022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515022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1509306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1509306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1509306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2442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2442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2442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2442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2442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6175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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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资开发有限

公司 

木本、灌木、草本花卉等的生产、经营；原木

原竹及半成品的经营；林业信息咨询与投资；

林业技术研发、服务 

30.00% 

26 

江西国控土

地开发有限

公司 

3,000.00 

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农田基本建

设设计与施工；农业技术综合开发；农业产业

化建设；农作物种植；环保工程；生态农业观

光旅游开发；房地产开发。 

直接持股

30.00% 

27 

江西小微企

业服务有限

公司 

3,000.00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

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直接持股

30.00% 

28 

江西省国资

汇富产业整

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 

投资管理（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承诺最低收益。需经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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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30.00% 

29 

江西省国资

汇富产业基

金企业（有限

合伙） 

100,100.00 投资管理 
直接持股

29.97% 

30 

江西省咨询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000.00 

资产管理和股权管理；资产运营和资本运营；

投资收益的管理及再投资；招标代理及咨询服

务，政府采购业务代理，国际招标业务代理；

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服

务；节能项目咨询服务； 

直接持股

28.54% 

31 

江西省针棉

织品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

司 

650.00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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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23.23% 

32 

江西省建筑

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6,000.00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防腐保

温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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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15.00% 

33 

安源管道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7,650.00 

钢骨架塑料复合管的设计、生产、安装、施工、

销售，钢管、铸管、砼管和其他塑料管道的设

计、安装、施工及与管道相关原材料、塑料产

直接持股

13.0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6175840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6175840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806819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806819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806819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5878284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5878284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5878284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0120170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0120170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0120170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0120170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366213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366213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366213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4361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4361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4361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143615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030377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030377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030377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414142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414142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414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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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品、设备的销售，汽车货运，市政工程施工（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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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江西昌九农

科化工有限

公司 

3,000.00 

化工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需报经审批的除

外）的生产、开发、自销；对外进出口贸易（实

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直接持股

12.67% 

35 
厦门环华有

限公司 
400.00 

1、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2、批发、零售纺

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日用杂品、五

金交电、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建筑材料、矿产品（国家专控除外）、

金属材料、工艺美术品；3、房屋租赁。 

直接持股

12.50% 

36 
江西江能电

力有限公司 
30,000.00 

电力供应；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设备销

售与维护；项目投资；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

件开发；从事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推广、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环保工程；供应链管理；信息咨询；煤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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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11.00% 

37 

江西昌河汽

车有限责任

公司 

418,865.57 

轿车、微型汽车系列产品和汽车零部件的设

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与汽车相关项目

的开发、咨询、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

险品）、装卸搬运服务及相关信息咨询；房屋

租赁、汽车租赁；物流信息咨询；商务服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 

直接持股

10.51% 

38 
南昌浩然置

业有限公司 
10,000.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租赁服

务；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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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10.00% 

39 
江西联合矿

业有限公司 
2,500.00 

矿业投资；矿产品、金属制品的销售、咨询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直接持股

10.00% 

40 

江西翰金所

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2,000.00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计

算机软件设计、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网上商务咨询、网络信息咨询服务、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策划；网上贸易代理 

直接持股

10.00% 

41 
江西昌九康

平气体有限
500.00 

充装氧气、二氧化碳；氧气、二氧化碳、氮气、

氩气、乙炔气、氢气、液化甲烷、液氨贸易批

直接持股

8.8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96773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96773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96773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9869488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9869488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260204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260204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7912237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7912237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126549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126549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73423909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73423909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73423909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95618791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95618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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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公司 发（无仓库、无实物） 

42 
江西国际矿

业有限公司 
3,200.00 

境内外矿产资源开发、地质勘查及设计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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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股

6.25% 

43 

上海兴电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0,000.00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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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持有

20.00%份

额 

44 

上海泰豪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创业投资、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 

直接持有

5.00%份额 

（2）江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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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江西国控外，江西省国资委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

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1 
江西省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 
40,394.09 

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产

权交易经纪。 

直接控股

100% 

2 

中国江西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20,000.00 

房地产开发；承包国外工程、境内外资

工程；承包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

的进出口业务除外）；对外派遣劳务人员

（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18 日）、承担对

外经济援助项目；在海外举办各类非贸

易性企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

产品、钢材、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除彩电）化工、汽车零部件、出国

人员富余商品的购销；信息服务、电子

计算机及配件、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直接控股

100.00% 

3 
江西钨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363,897.18 

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国有资产

投资及经营管理；产业投资；风险投资；

进出口贸易经营。 

直接控股

10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95618791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789713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789713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3982002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3982002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398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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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4 
江西铜业集团有

限公司 
672964.614 

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有色金属冶炼

压延加工产品 

直 接 控 股

100.00% 

5 
江西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600,000.00 

能源、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社会事业

及其他行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等。 

直 接 控 股

100.00% 

6 
江西省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400,000.00 

煤炭开采、洗选、焦化和综合利用，电

力生产、供应、输变电，电气设备维修

服务 

直接控股

100% 

7 
江西省民爆投资

有限公司 
39,545.70 对民爆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 

直接控股

100% 

8 

江西大成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35,676.719 

国有股权持有、运营、处置的资本管理；

国有企业重组、并购、托管、破产的改

制管理；军工产业、高端服务业的实业

投资管理；绿色产业投资；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旅游产业投资；旅游开发；投

资咨询；财务顾问；地产投资；房地产

开发；物业管理；环保机械；养老服务；

酒店管理；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非金

属矿产品贸易；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

省国资委授权或委托的其他业务。 

直接控股

100% 

经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天眼查”数据库，本财务顾问认为：

江旅集团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了其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和其股权控制关系以及主营业务情况。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情况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核查 

江旅集团是立足江西旅游资源优势和旅游产业发展优势成立的具有国资背

景的现代旅游集团。 

江旅集团构建了“2+6”业务布局，具体包括“赣游通”旅游全要素互联网

渠道平台和金融服务自主运营平台两大平台以及景区开发与运营、酒店与民宿、

旅游特色餐饮、旅行社综合服务、旅游快消品与特色商品、旅游健康养老六大板

块。江旅集团未来的发展定位为以“旅游+大消费+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为理

念，以“旅游+”为商业模式，专注于旅游全要素的消费升级，致力于打造旅游

企业“众创平台”，成为旅游全产业、全要素、全价值链产品与服务提供商。 

江旅集团因业务规模较大、下属子公司众多等原因，目前尚未完成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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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合并口径相关财务数据统计工作，已提供经审计的 2018 半年度审计报告作为

替代。江旅集团 2015-2017 年度及 2018 半年度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1-6 月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086,877.99 820,348.03  509,392.22  214,584.79 

总负债 735,687.60 500,102.79  325,833.40  74,786.34 

净资产 351,190.39 320,245.24  183,558.82  139,798.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267,467.73 266,199.74  149,988.57  139,798.45 

营业收入 70,711.40 126,472.78  70,525.24  337.55 

净利润 3,124.42 15,177.40  12,239.85  8.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1267.99 5,444.66  6,238.08  8.06 

资产负债率 67.69 60.96 63.97 34.85 

净资产收益率 0.89 4.74 6.67 0.01 

注：1、2015-2017 年度数据及 2018 半年报财务数据业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2、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会 B 审字（2018）2405

号江旅集团 2018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财务附注，因对 2016 年 4 月江旅集团子公司江西迈通健

康饮品开发有限公司并购江西润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商誉进行追溯调整，本次披露的江旅

集团部分财务数据与 2018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有所差异。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所涉处罚、诉讼和仲裁及诚信

记录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承诺、提供的征信报告，并经查询全国法院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平台等，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收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

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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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关键管理

人员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江旅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

外居留权 

曾少雄 董事长 3601111964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周付德 董事、总经理 3601021966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张寿卿 董事 3601021963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刘大伟 董事 1101081974XXXXXXXX 中国 北京 否 

汪泓溦 董事 1102281967XXXXXXXX 中国 北京 否 

谢兼法 董事 2102041968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李波 董事 6101031966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王明招 监事长 3601031962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潘建平 监事 3623221976XXXXXXXX 中国 上海 否 

罗星 监事 3622021987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熊锋 副总经理 3601021968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蒋宏 副总经理 3601021971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黎友才 副总经理 3601021976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何新跃 副总经理 3601211973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洪文艺 副总经理 3602221968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彭承 副总经理 3602811980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赵扬 董事会秘书 3707051983XXXXXXXX 中国 江西 否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说明并经核查，江旅集团前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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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境内外

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情况以及持有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情况的

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直接持有国

旅联合 14.57%股份外，江旅集团不存在持有其他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情况。 

控股股东除间接持有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600782.SH）55.57%股份、通

过江旅集团间接持有国旅联合 14.57%股份外，不存在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实际控制人除通过江西国控间接持有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600782.SH）

55.57%股份、间接持有国旅联合 14.57%股份外，持有的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权益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情况 

1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000789.SZ） 
通过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2.58% 

2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600362.SH） 通过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0.53% 

3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000899.SZ） 
通过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9.12% 

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397.SH） 通过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持股 39.34% 

5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722.SZ） 

通过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65.00% 

6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3977.SH） 

通过江西大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54.98%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简要情况

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间接持有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73.53%股份。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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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收购决策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目

的进行了陈述：江旅集团基于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并基于有利于收购人巩固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力、促进企业长期战略稳定、

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决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 

本财务顾问就收购目的与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经核查，本财

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明确、理由充分，未有与现行

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既定战略相符。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履行了必要授权和批准程序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查阅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决定等决策文

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公司章程》等的要求，认真履行了本次权

益变动所需的相关审批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3 月 18 日，江旅集团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同意本

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3 月 18 日，江旅集团与交易对方正式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

协议》。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处置在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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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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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前，江旅集团除前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直接受让的73,556,106

股国旅联合股票外（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57%），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委托持

有、信托持有，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或其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旅集团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数量和比例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江旅集团 73,556,106  14.57%  146,492,766  29.01% 

当代旅游、金汇投资 72,936,660  14.44%  0  0.00% 

合计 146,492,766  29.01%  146,492,766  29.01%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转让的国旅联合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由交易双方（即当代旅游和金汇投资，下同）

与质押权人签署相关协议约定：江旅集团向质押权人支付首期股份转让款用于解

除标的股份的质押，该首期股份转让款仅用于交易对方偿还其标的股份质押所对

应的融资款项，以使标的股份达到解除质押状态。关于首期股份转让款支付以及

解除标的股份质押的具体事宜，按照三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执行。 

交易对方 转让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质押股数（股） 质押股数占转让股数比例 

当代旅游 57,936,660  11.47% 57,936,660  100.00% 

金汇投资 15,000,000  2.97% 15,000,000  100.00% 

合计 72,936,660  14.44% 72,936,6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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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对公

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根据上市公司已披露的年报、可检索的上

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及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上市公司原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清偿对国旅联合的负债和未解除国旅联合为其提供担

保或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

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上述资

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

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声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

义务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

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的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国旅联合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未就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形成具体计划或方案。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国旅联合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

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信息

披露义务人于 2018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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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约定的上市公司资产处置（详见该报告书“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

本次权益变动的协议主要内容”）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或

其控股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

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未来 12 个月内对国旅联合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

划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无自完成本次权益变动之日起 12 个月内对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对国旅联合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计划。 

（五）对国旅联合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国旅联合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国旅联合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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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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影响的

核查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江旅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73,556,106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4.57%。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旅集团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46,492,76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01%，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旅集团将继续严格遵守有关证券监管法规，依法通

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行使相关股东权利，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上

市公司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同时，江旅集团出具了

维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1、关于人员独立 

（1）本公司承诺与国旅联合保持人员独立，国旅联合的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领薪；国旅联合的

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兼职。 

（2）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完全独立于国旅联合的劳动、人事及薪

酬管理体系。 

2、关于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国旅联合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资产全部处于国旅联合的控制之

下，并为国旅联合独立拥有和运营。 

（2）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国旅联合的资

金、资产；不以国旅联合的资产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提供担保。 

3、保证国旅联合的财务独立 

（1）保证国旅联合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国旅联合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3）保证国旅联合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共用一

个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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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国旅联合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干

预国旅联合的资金使用。 

4、保证国旅联合机构独立 

（1）保证国旅联合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 

（2）保证国旅联合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分

开。 

（3）保证国旅联合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形。 

5、保证国旅联合业务独立 

（1）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独立于国旅联合的业务。 

（2）保证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国旅联合的业务活动，本

公司不超越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国旅联合的决策和经营。 

（3）保证本公司企业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与国旅联合相竞争的业务；保证尽量

减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国旅联合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程序。 

（4）保证国旅联合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本承诺函在本公司作为国旅联合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本

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国旅联合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

失。” 

（二）对同业竞争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

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后，为避免在未来的业务中与国旅联合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江旅集团出具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旅联

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国旅联

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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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旅联合

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来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国旅

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进一步

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拓展

后的业务相竞争；若与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

争，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外

的其他企业将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国旅联合及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本公司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本承诺函一经本公司签署，上述承诺即对本

公司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且上述承诺均为持续有效的和不

可撤销的。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国旅联合赔偿由

此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三）对关联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

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为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江旅集团为规范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1、本公司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国旅联合股份期间，将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本

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外的其

他企业与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国旅联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处理

可能与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2、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国旅联

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与国旅联合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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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将严格遵守市场定价的原则，没有市场价格的，

将由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平等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本公司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本承诺函一经本公司签署，上述承诺即对本

公司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且上述承诺均为持续有效的和不

可撤销的。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国旅联合赔偿由

此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八、对前 24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业务往来

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说明并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江

旅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国旅联合不存在以下重大交易： 

1、与国旅联合及子公司进行过合计金额高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资产交易

或高于国旅联合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2、除本次交易外，与国旅联合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金

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3、存在对拟更换的国旅联合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

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4、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对国旅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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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对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国旅联合上市交易股份的

情况 

经核查江旅集团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证登的查询结果，在国旅联合本次权益

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国旅联合股票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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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前 6 个月买卖国旅联合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江旅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出具的自查报告

及中证登的查询结果，在国旅联合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江旅

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国旅联合股票的情况。 

十、对是否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50 条提

供文件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向本财务顾问提供了工商营业执

照复印件；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有关

管理能力的说明；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相关承诺函；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变更情况的说明文件；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控股股东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说明；信息披露

义务人企业信用报告；关于本次交易资金来源的说明等材料。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50 条提供

相关文件。 

十一、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他重要事项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

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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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也不存在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十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资料真实性的声明与承诺》对其所提供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声明如下： 

“本公司/单位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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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

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提供信息符合相关法规有关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的要求。 

十三、对本次交易聘请第三方情况的核查 

根据《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

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的要求，项目组对本次交易中收购人有偿

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进行了充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收购人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核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江旅集团作为本次交易的收购方，聘请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担任本次收购的财务顾

问。除上述聘请行为外，收购方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

或个人的行为。 

（二）财务顾问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核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本次交易的收购方财务顾问，不

存在各类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 

经核查，本次交易中，江旅集团聘请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行为合法合规，申万

宏源承销保荐不存在各类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符合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

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的相关规定。 

十四、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信息披露义

务人主体资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

按照《收购管理办法》、《15 号准则》、《16 号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详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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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变动报告书》，经本财务顾问核查与验证，该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