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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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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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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江苏有线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江苏有线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相关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已获得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系收购人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江苏有线控股权，导

致江苏有线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江苏省人民政府。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

收购涉及的相关事项已经取得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于本次无偿划转的批复。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本次收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

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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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江苏有线、上市公司 指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网络、收购人 指 江苏省国金集团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国金集团 指 江苏省国金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本次无偿划转 
指 

收购人以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江苏有线 47.52%股权及 9.42%限

售流通股股权表决权的交易事项，且待该等限售流通股股权
2021 年 12 月 12 日解除限售后一并无偿划转至收购人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省政府复函》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江苏省广电有

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56.94%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事项

的复函》（苏政办函[2020]64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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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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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省国金集团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 301 号 1401 室 

法定代表人 张卫 

注册资本 4,428.0483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6MA21LBCJ8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20 年 5 月 29 日 

经营期限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江苏省国金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南京市运粮河西路 101 号 

通讯方式 025-86731474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国金网络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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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国金网络的控股股东为国金集团，实际

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为全面推进省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搭

建国有资本运作平台，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促进公共事业发展，根据江

苏省人民政府出具的《省政府关于组建江苏省国金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苏政发[2019]56 号），决定组建国金集团。 

收购人控股股东国金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省国金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69 号新城科技园 03 幢 106 室 

法定代表人 仲小兵 

注册资本 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2040GUX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运营；资产并购与处置；利用自有资产对外

进行投资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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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2019 年 9 月 19 日 

经营期限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63 号天目大厦 

通讯方式 025-83633617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控股股东国金集团所控制的除收购人之

外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江苏省规划

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20,000.00 100.00% 

国土空间规划服务、城市规划服务、城市设

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服务、小城镇规划设

计、乡村规划设计、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旅

游规划设计、建筑工程设计、交通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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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市政规划设计、智慧城市规划服务、以及与

上述业务相关的策划、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工程总承包及项目管理，工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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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江苏省工程

咨询中心有

限公司 

6,000.00 100.00% 

许可项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认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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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规划设计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

用服务技术咨询；节能管理服务；招投标代

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需备案）；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

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国金网络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及管理业务，系江苏省人民政府通过国金集团设

立的持股平台，旨在整合江苏省有线网络资源，提升全省有线电视网络的治理水

平、承载能力、内容支撑，推动实现“全国一网”与 5G 的融合发展。 

国金网络成立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系国金集团全资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

摘要签署之日，国金网络尚未开展实质经营业务。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自设立至今的财务

状况 

1、收购人控股股东主要业务 

收购人控股股东国金集团系江苏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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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的监管平台，定位为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以管资本方

式履行职权，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除收购人之外，国金集团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一节收购人介绍”之“二、（三）收购人控股股

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2、收购人控股股东自设立至今的财务状况 

国金集团成立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自设立至今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5 月 31 日/2020 年 1-5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8,716.13 5,702.85 

净资产 7,406.99 4,313.00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净资产收益率 - - 

资产负债率 15.02% 24.37%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母公司报表数，且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收购人自设立至今涉及处罚、诉讼或仲裁等情况 

自设立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张卫 董事长 中国 南京 否 

邵晨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南京 否 

刘旭 董事 中国 南京 否 

闫新峰 监事 中国 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前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

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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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境内外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外

上市公司，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所控制的权益达到或超过 5%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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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

议精神和中央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快推进有线电视网络

整合与广电 5G 的融合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九部委印发了《全国有线电视网

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中宣发[2020]4 号）。根据《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

实施方案》精神，为配合“全国一网”整合发展相关工作深入推进，进一步推动

“一省一网”有线电视网络整合，江苏省人民政府拟对江苏有线各国有股东所持

股权开展集中管理，改变江苏有线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经江苏省

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国金网络拟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获得江苏有线合计

47.52%流通股股份以及合计 9.42%限售流通股股份的表决权，且待该等限售流通

股股份 2021 年 12 月 12 日解除限售后将一并无偿划转至收购人持有。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国金网络持有江苏有线 2,376,514,193 股流通股份，

占江苏有线总股本的 47.52%，另拥有江苏有线 471,011,594 股限售流通股股份表

决权，占江苏有线总股本的 9.42%，江苏有线控股股东变更为国金网络，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二、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一）已履行的程序 

2020 年 6 月 13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江苏省

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56.94%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事项的复函》（苏

政办函[2020]64 号），原则同意本次无偿划转事项。 

（二）尚待履行的程序 

1、各划出方须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收购人国金网络须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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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划出方与国金网络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4、各划出方及收购人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本次无偿划转的批复。 

三、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

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

的股份或者处置所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如发生因上市公司业务发展

和战略需要，或者履行法律法规规定义务进行必要的业务整合或资本运作而导致

收购人增加或处置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履行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根据《省政府复函》，将如东县广视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等 34 家（张家港市广

播电视台同时持有流通股股份和限售流通股股份）国有股东持有的江苏有线合计

471,011,594 股（占江苏有线总股本 9.42%）限售流通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国金

网络代为行使，待该等限售流通股股份 2021 年 12 月 12 日解除限售后将一并无

偿划转至国金网络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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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国金网络未持有江苏有线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国金网络持有江苏有线 2,376,514,193 股流通股份，占江

苏有线总股本的 47.52%，另拥有江苏有线 471,011,594 股限售流通股股份表决权，

占江苏有线总股本的 9.42%，合计控制江苏有线 2,847,525,787 股股份，占江苏有

线总股本的 56.94%。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前股权关系 

本次收购前，江苏有线的股权关系如下： 

 

注：张家港市广播电视台同时持有江苏有线 65,757,450 股流通股（占江苏有线总股本

1.31%）和 7,970,599 股限售流通股（占江苏有线总股本 0.16%）。 

（二）本次收购简要情况 

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等 22 家国有股东将持有的江苏有线

合计 2,376,514,193 股（占江苏有线总股本 47.52%）流通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国

金网络持有；将如东县广视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等 34 家（张家港市广播电视台同

时持有流通股股份和限售流通股股份）国有股东持有的江苏有线合计 471,011,594

股（占江苏有线总股本 9.42%）限售流通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国金网络代为行

使，待该等限售流通股股份 2021 年 12 月 12 日解除限售后将一并无偿划转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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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网络持有。 

（三）收购后股权关系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苏有线的股权关系如下： 

 

三、本次收购所涉及交易协议的有关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划出方尚未全部完成与收购人国金网络就本次

交易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四、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除涉及的江苏有线 471,011,594 股限

售流通股处于限售期，据公开信息，还有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江阴广播电视集团、

如皋市广播电视台股东合计持有的 161,762,809股份（占江苏有线总股本 3.23%）

处于质押状态。根据《省政府复函》，本次无偿划转若因股份质押等事项存在实

际未无偿划转的股份，不影响其他股份的无偿划转，并应在解除质押等事项后及

时完成无偿划转。上述股东将在限期内解除质押，完成本次无偿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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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收购系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等 22 家国有股东将持有

的江苏有线 47.52%流通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国金网络持有；将如东县广视网络

传媒有限公司等 34 家国有股东持有的江苏有线合计 9.42%限售流通股股份的表

决权委托给国金网络代为行使，待该等限售流通股股份解除限售后一并无偿划转

至国金网络持有。根据《省政府复函》，本次划转已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则性同

意批准。 

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批准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之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收购方式”之“二、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三、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收购方式”之

“四、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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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有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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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江苏省国金集团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张卫______ 

2020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