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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设立广东龙谷天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通信”或“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立广

东龙谷天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为推进公司军民融

合的发展战略，打造产业孵化平台，拓展公司优势产业链，公司与广东山海史话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海实业”）、广东南方二八九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方二八九”）共同出资设立广东龙谷天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拟定，以

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 “项目公司”），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打造以“科技+

文化+金融”为内核、以中华优秀经典文化为底蕴、以航天航空科技及国防教育和

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多院士、多团队、多项目的战略性新兴产学研创新科技小镇项

目。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公司认缴 2,000 万元，占比 20%，首期出

资 200 万元；山海实业认缴 6,700 万元，占比 67%，首期出资 670 万元；南方二

八九认缴 1,300 万元，占比 13%，首期出资 13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投资

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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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山海史话实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东山海史话实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TFBR46 

3、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北 383 号写字楼 2 栋 1006 房 

4、注册日期：2017 年 08 月 30 日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黎玥采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文化娱乐经纪人；境内旅游和入境旅游招

徕、咨询服务；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

业务）；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估价；房地

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商品批发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

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农业园艺服务；

边境旅游招徕、咨询服务；文化传播（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文化研究；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出境旅游招徕、咨询服务；

国学文化推广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其他农业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农业项目开发；文化推广（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境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边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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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山海实业的股东及其认缴出资额、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宝吉金玺投资有限公司 1540.00 77% 

深圳汇英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460.00 23% 

山海实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山海实业的股东作为本项目文化创意《昆仑文明盛世》及其形成的“山海史

话”衍生 IP 的开发者和版权拥有者，在文化创意、招商、融资等方面有着非常



丰富的经验，且拥有成熟的项目创意策划团队、专业的土地整理团队、规划设计

团队、项目开发建设团队等，在后续的文化创意开发和创意执行中有着无可替代

的作用，将作为战略合作者共同开发建设本项目。 

（二）广东南方二八九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东南方二八九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3040309118 

3、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 289 号生活综合楼 

4、注册日期：2014 年 05 月 09 日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陈志 

7、经营范围：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主办、发布；文化产品和艺术品推介

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文化艺术领域相关信息咨询与推介；

文化艺术展览的策划、组织与运营;物业管理、租赁及房地产开发；文化艺术品、

艺术衍生品的开发、制作、鉴定、销售及版权代理；文化艺术品项目投资；文化

艺术图书、刊物的设计、批发零售及广告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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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南方二八九的股东及其认缴出资额、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南方二八九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南方二八九是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报业传媒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中国的主流政经媒体，具有强大的

文化传播品牌影响力和投资实力，同时具有广州 289 艺术园区的成功运营经验。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将作为战略合作者共同参与本项目开发建设，共同打造“科技

+文化+金融”的创意园区。 



三、项目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设立项目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推进海格北斗•山海史话科技森林小镇群落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项目是以环保科技生态景观农业、中国龙文化和神话传说

的科技体验及展现、高精尖科技产学研一体化基地为核心内容，通过科技与文化

深度融合的军民融合科技项目，是以“科技+文化+金融”为内核、以中华优秀经典

文化为底蕴、以航天航空科技及国防教育和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多院士、多团队、

多项目的战略性新兴产学研创新科技小镇项目。 

经三方友好协商，由山海实业主导项目公司运营和项目策划建设工作，公司

及南方二八九利用自身的资源协助山海实业进行该项目策划建设。项目公司取得

项目用地后，关于该土地开发的具体方案，由三方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允许范围

内另行协商确定。 

项目公司成立后一年内，若项目推进无实质进展，南方二八九有权启动退出

机制，退出合作。退出合作时，南方二八九仅以首期出资额对内对外承担股东责

任；南方二八九股份由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回购。若未启动退出机制，项目公司

按合作预期推进项目，三方就合作需细化内容另签署补充协议，明确合作事宜及

各方权责。 

四、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1、拟设立合资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龙谷天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拟定，具体待工商核准） 

（2）公司住所：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 

（3）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4）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时间 

山海实业 6700.00 67% 2038 年 12 月 31 日 

海格通信 2000.00 20% 2038 年 12 月 31 日 

南方二八九 1300.00 13% 2038 年 12 月 31 日 



一期实缴 1000 万元，各股东分别按下表所示缴纳出资额，具体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出资时间 

山海实业 670.00 货币 67%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海格通信 200.00 货币 2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南方二八九 130.00 货币 13% 2018 年 12 月 31 日 

（5）经营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卫星通信技术

的研究、开发；频谱监测技术的研究、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

发；通信设备终端制造；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技术进出口；通信系统工程

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小镇开发、建设与经营；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旅游项

目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文化娱乐活动策划运营与管理；影视、动漫城开发、

建设及运营；电影电视剧拍摄场区管理；度假村建设、开发及运营、生态农业精

品产业园开发及运营；农业综合开发；生态保护；绿化养护；餐饮经营与管理；

酒店经营与管理；养生、养老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中心建设及运

营；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文化教育管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公共关

系服务；电脑图文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电子商务信息咨询；

国内贸易代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办公服务；科技信息咨

询服务；创业指导服务。 

2、公司治理 

（1）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 5 名董事，山海实业委派 2 名，海

格通信委派 1 名，南方二八九委派 1 名，另设职工董事 1 名，经项目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董事会设董事

长 1 名，董事长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山海实业提名，并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任期 3 年，可连选连任。董事会的职权、召开方式、议事规则及表决程序应依据

项目公司章程的规定。 

（2）项目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人，并根据公司情

况设若干管理部门。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表决同意后聘任或者解聘。经

股东会决定，总经理可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项目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职权等应

依据项目公司章程的规定。 



（3）项目公司设监事会，设监事 3 名，其中 1 名职工监事。除职工监事外，

由股东海格通信、南方二八九各提名 1 名候选人，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

由项目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监事

任期 3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会

设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的职权、召开方式、议事规则

及表决程序应依据项目公司章程的规定。 

3、利润分配 

项目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利润进行分配。 

4、其他相关事项 

（1）三方通过项目公司开发建设“海格北斗·山海史话科技森林小镇群落项

目”，项目公司负责进行项目前期立项、土地获取、开发策划等一系列工作。 

（2）山海实业应发挥独有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海格通信与南方二八九相

关资源，全力做好项目公司运营工作和项目开发策划运营工作。 

（3）项目公司后续需要融资时，股东组织、管理的投资机构享有优先投资

的权利。 

（4）因山海实业董事、监事、高管等工作人员违法或违反《公司法》关于

竞业禁止的约定，给海格通信、南方二八九或项目公司造成的损失，由山海实业

承担全部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设立项目公司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符合公司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在做好主营国防军工业务的同时，积极推

进军民融合发展，开展国防教育和体验等业务。在此背景下，公司合资成立项目

公司，推动传统文化与国防科技相融合，形成“科技+文化+金融”的综合性项目，

符合公司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及“实业+资本”双轮驱动的发展策略。 

http://stock.591hx.com/list/gs.shtml


本项目将围绕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建成后

有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一张科技名片。 

2、促进公司产业链延伸、打造产业孵化平台 

项目将打造科研基地和院士基地，建成后将成为人才集聚“洼地”和科技创新

“高地”，为公司业务的扩张发展提供所需的物理空间，带来新的产业发展机遇。

项目通过打造孵化平台引入公司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形成产业链协作生态，汇聚

核心产业，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广度和深度，增加公司竞争力。 

3、提高公司品牌形象，增加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项目是科技、文化、创意、生态的聚合，符合国家现阶段大力推动文化和科

技融合发展趋势。通过科技和文化的结合，科技成果创造性的转化，将科技产品

延伸到更广泛的人民生活中，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品牌形象，从而增加公司的市场

影响力，拓宽公司的业务渠道。 

公司通过参股方式与山海实业、南方二八九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将为项目公

司未来的资本运作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同时，通过引进高端运营管理人才，

设置更加自由灵活的人才机制和激励机制，可增强项目公司综合竞争力。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 

项目公司设立后，在宏观经济、国家政策、行业环境、经营管理等方面将面

临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本项目为跨地域投资，项目规模大、涉及领域较多、且开

发周期较长，特别需要长期稳定的决策支持、可持续发展环境和高效的策划运作

效率。 

项目公司将根据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加快专项基金设

立、加快项目融资等资本运作，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吸引人才，加强内部协作

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明确其经营策略，并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控制

监督机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http://fs.591hx.com/list/gpfx.shtml


2、海格北斗•山海史话科技森林小镇群落项目三方合作协议 

3、广东龙谷天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股东协议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0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