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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联合保荐承销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签订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联合保荐承销

协议》（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承销协议”），公司向申万宏源、天风证券支付本次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和承销费合计为 3,000万元。 

 天风证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交易），除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

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天风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

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累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风险提示：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联合保荐承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申万宏源及天风证券签订联合保荐承销协议，聘请申万宏



源、天风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联席保荐承销商，向申万宏

源、天风证券支付保荐和承销费合计为 3,0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公司控股股东武

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当代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天风证券 18.18%的股份，为对天风

证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之一，因此天风证券为公司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

成了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累计说明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

（天风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累计金额未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除外）。

因此，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11894442U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6,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余磊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号高科大厦四楼 

成立日期：2000 年 3月 29日  

经营范围：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与期限内经营）；证券经纪；证券

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凭

许可证在核定范围及期限内经营） 



股东情况：天风证券前十大股东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36,652,755 13.66 

2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523,144,259 11.22 

3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9,359,724 11.14 

4 陕西大德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9,410,093 4.92 

5 宁波信达天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000,000 4.50 

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4.29 

7 苏州建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4,000,000 3.95 

8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168,322 3.22 

9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8,328,162 3.18 

10 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40,732,645 3.02 

2017 年度的简要单体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149,787.16 

净资产 1,828,267.69 

科目 2017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98,616.17 

净利润 61,486.62 

注：以上数据为天风证券 2017 年度财务数据，该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当代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天风证券 18.18%的股份，为对天风证券具有

重大影响的股东之一。公司股东天风睿源(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天风睿盈”）、武汉天风睿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风睿

源”）系由天风证券全资子公司天风天睿设立的基金管理子公司管理的基金，

合计持有公司 4.66%的股份。根据当代集团与天风睿源、天风睿盈签订的《股

东一致行动协议》，天风睿盈、天风睿源与当代集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除上

述情况及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天风证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

系。 

 

三、其他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31347934X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薛军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

厦 20楼 2004室 

成立日期：2015 年 1月 20日  

经营范围：证券承销与保荐（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政策性银

行金融债、企业债承销业务除外），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相关的财务顾

问。 

股东情况：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持有申万宏源 100%的股权。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84,930.72 

净资产 136,634.25 

科目 2017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71,232.43 

净利润 23,841.28 

注：以上数据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数据，该数据未

经审计。 

    除本次交易外，申万宏源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其

他关系。 

 

四、联合承销保荐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申万宏源、天风证券签订的《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与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联合保荐承销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由承销商以代销方式承销。 

2、承销期限 



本次发行股票的承销期限为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3、保荐暨承销费用 

公司向申万宏源、天风证券支付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和承销费

合计为 3,000 万元，其中，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费金额为 800 万元；天风证券保

荐承销费为 2,200 万元。 

4、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根据违约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违约赔偿责任在协议解除或终止后仍然适用，不受时间限制。 

5、协议生效和成立 

本协议须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申万宏源、天风证券签订的《联合保荐承销协议》旨在加快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实施进度；该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实施，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六、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能否获得证监会核准批文尚存在不确定性。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

审议并通过，关联董事易仁涛先生、王鸣先生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已于事前发表了认可意见，并就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天风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情况如下：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强视传媒与长瑞招源签署《电

影电视剧投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长瑞招源拟出资 7,000 万元投资强视



传媒投拍的电视剧，其中 3,000 万元用于投资《V－2 英雄连》、4,000 万元用

于投资《警花与警犬之飞跃巅峰》。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设立的影视投资基金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06号）。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

见； 

（四）公司与申万宏源、天风证券签订的《联合保荐承销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