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20-030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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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罗顿”）拟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131,703,350 股股票（含本数），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对象为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数文化”）、上海

度势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度势体育”）子公司上海度势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度势发展”）、熙金（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熙金资本”）管理的私募基金、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电魂网络”）和朴盈国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朴盈国视”）等五名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

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1,703,350 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包括浙

数文化、度势体育子公司度势发展、熙金资本管理的私募基金、电魂网络和朴盈

国视共五名特定对象，其中浙数文化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不超过 7,125.00 万股，熙

金资本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不超过 3,779.18 万股。 

2、关联关系 



2020 年 6 月 3 日，浙数文化实际控制的永徽隆行与与罗顿发展股东海南罗

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拟受让其持有的罗顿发展 53,398,521 股股份。股权协议转让完成后，浙数文化

通过永徽隆行持有罗顿发展 12.16%，成为公司的关联方。永徽隆行将成为罗顿

发展的第一大股东以及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浙数文化将通过永徽隆

行对罗顿发展董事会进行改组，进而拥有对罗顿发展的实际控制权。2020 年 5

月 27 日，经浙数文化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意浙数文化认购罗顿发展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数量不超过 71,250,000 股。上述发行认购及股权协议转让完成后，

浙数文化直接并通过永徽隆行合计控制罗顿发展 124,648,521股，占罗顿发展非

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21.84%。 

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熙金资本及其管理的私募基金将持有上市公

司 6.62%股份，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

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将

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3、审批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 2020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雪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32211766N 

注册资本： 130,192.3953万元 

成立日期： 1992年 7月 1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体育场路 178号 26-27楼 



经营范围： 

文化产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及咨询服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版权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性

互联网文化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新媒体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技

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展服务，培训服务（不含

办班培训），经营进出口业务，工艺美术品、文体用品、办公用品

的销售。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浙数文化股权结构如下：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100%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100%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20%

0.62%

 

3、主营业务情况 

自上市以来，浙数文化致力于全面互联网化发展并不断推动产业转型、体制

机制创新，目前以“浙江及国内传媒数字经济的领跑者”为发展目标，进一步聚

焦数字娱乐、大数据、数字体育等核心业务，重点打造数字文化及政府数字经济

赋能平台两大核心板块，着力发展电商服务、艺术品服务等文化产业服务和文化

产业投资业务，同时集中资源打造融媒体业务板块。 

1、数字娱乐业务 

浙数文化持续优化以边锋网络为基础的数字娱乐产业布局，一方面，边锋网

络坚持按照“移动化、全国化、社交化”的发展理念推进各方面工作，通过自研

和投资并购在全国进行布局，进一步确立国内休闲游戏头部企业地位；另一方面，

紧抓国家层面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机遇，努力探索手游出海策略并取得了

一定成绩，目前已有数十款海外产品上线。 



2、大数据业务 

浙数文化着力做好板块核心“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的营运工作，其中通

过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建立稳固合作关系，引入了阿里巴巴、网易等优质伙

伴。同时，依托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这一优质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整合资

源做强大数据产业板块。此外，充分运用在智慧政务服务领域的积累，深度参与

进“杭州城市大脑”的建设，积极投入“数字浙江”建设进程中。围绕该板块进

一步提高公司技术、运营能力及品牌知名度，全力打造政府数字经济赋能平台。 

3、数字体育业务 

浙数文化大力整合资源，不断提高板块整体协同发展能力，通过开展电竞赛

事组办、行业活动组织、直播节目优化等工作，为广大电竞用户提供线上线下一

体化滚动开发的服务。在品牌赛事方面，承办综合类电竞赛事 CET全国电子竞技

巡回赛、首届 CCEL全国网吧电子竞技联赛等多个重磅赛事。 

4、融媒体业务 

围绕媒体融合被纳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浙数文化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在技术创新、沉淀的同时，加快推进融媒体业务建设。基

于做大做强主流舆论的宗旨，浙数文化致力于推动主流媒体与市场化新兴媒体、

互联网媒体的融合发展，打造兼具主流价值观与创新活力的正能量内容生态体

系，为内容生产机构、内容经营机构提供优质的内容生产、聚合、审核、分发、

变现等服务，同时积极探索融媒体平台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 

5.文化产业服务及投资业务 

浙数文化着力推动电商服务、艺术品服务等优势业务的发展。围绕“内容核

心”模式，以“电商在线”、“电商卖家”等媒体品牌为核心，在短期内打造了

“《电商》杂志社”、“互粘网大叔”等粉丝量高达百万的抖音号；在此基础上，

淘宝天下也持续地向品牌营销、内容营销、电商培训、实效奖项、电商招聘等实

操为基础的电商服务与全域营销公司转型发展。艺术品服务方面，立足核心业务，

优化艺术品拍卖业务质量，同时依托中国美院学术指引，重点突破美术教育产品

这一延伸业务，用户积累效果良好，业务水平稳步提升。投资业务方面，围绕战

略规划开展投资布局，投资项目在与公司主业形成产业协同的同时，也更好的助

力公司整体效益的稳定。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浙数文化 2019年及 2020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3 月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总资产 1,169,953.10 1,119,321.63 

净资产 928,175.85 905,809.55 

营业收入 103,623.51 282,731.12 

净利润 24,142.23 69,020.74 

注：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熙金（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熙金（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7MA1G00TJ38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11月 6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号 212-A室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保险业务），资产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展开经营活动】 

熙金（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

权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8897。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3、主营业务情况 

熙金资本是活跃于中国的领先的股权直接投资力量。熙金资本团队成员组成

多元互补、年轻活力，在中国资本市场有超过 14 年的优秀经验。熙金资本持续



关注电子竞技和游戏类企业，系行业的资深参与者，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源。

熙金资本依靠其在电子竞技和游戏类市场的丰富经验和投资布局，调动优质资

源，积极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能够为公司快速进入电子竞技行业提供专业支持。 

熙金资本管理自有的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同时，还顾问管理银泰资本二

期（Ventech Capital）。投资方向聚焦 TMT、消费升级、教育、金融、媒体、

现代装备。致力于扶持中国本土的创新企业。团队所管理的境外美元基金成功投

资并退出：中国手游（美国上市）、新数传媒（被上市公司游族网络收购）、久

娱游戏（中国市场上游戏机的重要提供商）、51 玩网游平台（已被雷军收购）

等；团队所管理的人民币基金成功投资、仍然持有或已退出：一兆韦德、极致体

育、中彩汇手机体育彩票平台、和力辰光影视娱乐等。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熙金资本 2019年的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21,205.60 

净资产 20,518.07 

营业收入 224.08 

净利润 -0.25 

注：2019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浙数文化拟参与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7,125.00 万股 A 股股票及熙金资本管理的私募基金拟参与认购的 3,779.18 万股 A

股股票，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3.4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行人发生派息/现金分红、送红股、配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

方式如下： 

（1）当仅派发现金股利时，按如下公式调整：PA1=PA0-DA 

（2）当仅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时，按如下公式调整：PA1=PA0/(1+EA) 

（3）当派发现金股利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时，按如下公式调整：

PA1=(PA0-DA)/(1+EA) 

其中： 

PA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 

PA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DA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EA 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 

四、附执行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与浙数文化及熙金资本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认购

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发布的《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认购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2 号）。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为公司在稳定主营业务更好发展提供助力，

是发行人实施战略转型、寻求更稳定业务领域、进行优势产业整合的资本，同时

是公司引进骨干和核心管理人员、塑造战略转型所需的人才配备的基础。综合来

看，本次发行将对公司业务经营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利用积累的产业内优

质资源，与其他产业先进者深度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产业协同，进而增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扭转亏损。未来业务的扩展，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实现并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截至本公告发布日，罗衡机电向浙数文化实际控制的永徽隆行转让其

所持发行人 12.16%股权尚未完成过户。若股权过户完成后，浙数文化通过永徽

隆行持有上市公司 5,339.85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前的股份比例为 12.16%，

并将通过永徽隆行对罗顿发展董事会进行改组进而拥有对罗顿发展的实际控制

权；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浙数文化将认购上市公司 7,125万股股份，浙数文化将



控制公司 21.84%股份。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静萍、刘肖滨、陈晖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

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

格和定价方式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静萍、刘肖滨、陈晖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

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和

定价方式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文件以及相关程序的履

行情况，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董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公司与浙数文化、熙金资本签署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