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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979,700 股股票，发行价格 72.36 元/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在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中，公司总计向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分

别为自然人吴宏亮，自然人林海音，自然人马斌，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拟设立并管理的“长江资管唐德 1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3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

管唐德 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

江资管唐德 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10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长江资管唐德 1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12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长江资管唐德 1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苏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宁文化”）。 

其中，吴宏亮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该项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长江资管拟管理的“长江资

管唐德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王大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长江资管

拟管理的“长江资管唐德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郑敏鹏先生为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长江资管拟管理的“长江资管唐德 5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的委托人郁晖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票上市规则》，该项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分别与吴宏亮、长江资管签订了《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三）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方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与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宏亮、郑敏鹏在相关议案审议时回避表决，

相关议案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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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方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与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关联监事郁晖在相关议案审议时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经非关联监事表决通过。 

（六）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吴宏亮先生 

吴宏亮先生，身份证号码为 11010519700706****，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

久居留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吴宏亮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59,267,03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7.04%，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二）长江资管 

名称：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洪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89 号 11 楼 10-11 单元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成立日期：2014 年 9 月 16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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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5年9月30日，长江资管与其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前十大股东之间的

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长江资管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全资子公司。长江资

管拟管理的“长江资管唐德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王大庆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长江资管拟管理的“长江资管唐德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

郑敏鹏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长江资管拟管理的“长江资管唐

德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郁晖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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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

量不超过 8,979,700 股，认购金额不超过 649,771,092 元。其中，吴宏亮拟认购

3,540,000 股，认购金额 256,154,400 元；林海音拟认购 1,380,000 股，认购金额

99,856,800 元；马斌拟认购 1,050,000 股，认购金额 75,978,000 元；长江资管拟

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拟认购 2,309,700 股，认购金额 167,129,892 元；

苏宁文化拟认购 700,000 股，认购金额 50,652,000 元。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发

行价格为 72.36 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四、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吴宏亮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吴宏亮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1）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 

①  双方同意并确认，甲方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49,771,092 元，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拟认购不超过 3,540,000 股甲方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乙方最终实

际认购的股票数量根据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由甲方进行

相应调整。 

②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 

③ 甲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认购价格和认购价款 

①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计算公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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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0%，为 72.36 元人

民币/股。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② 若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甲方可按要求确定新的发行价格。甲方根据监管要求且

经甲方相关权力机构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的调整不构成甲方对本协议之

违反，且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届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的调整。 

③ 乙方本次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应缴纳的认购价款应按如下公式计

算：认购价款=认购数量×认购价格，上述计算结果应精确至人民币元（尾数忽

略）。 

（3）支付方式 

① 在本协议依第七条（本协议的成立与生效）的规定生效后，乙方应根据

甲方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书面缴款通知，按照甲方与保荐人确

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价款一次性足额汇入保荐人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划入甲方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 



②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的 10%作为认购保证金，合

计 25,615,440 元。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足额缴纳认购价款后五日

内，甲方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全额返还乙方。 

③ 如果甲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或经中国证

监会审核不予通过，甲方向乙方全额退还乙方已经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认购保证

金对应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进行计息）。 

④ 受限于本条第 3 款的规定，如果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前，乙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的（无论本协议生效与否），认购保证金不予

退还。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没有按照主承销商的要求足额、按时支付股票认购价

款的，认购保证金不予退还。 

3、限售期 

（1）双方同意并确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认购的股票应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予以锁定，不得转让。 

（2）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按照甲方

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

宜。 

（3）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乙方同

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限售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对

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

则办理。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协议经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加盖公章、乙

方签字后成立。 

（2）本协议在如下所有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①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及本协议依法获得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② 本次非公开发行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3）在本协议成立后，双方均应积极努力，为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

足和成就创造条件，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导致本协议不生效并造成对方损

失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非因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协议不能生效的（包括但不限

于甲方股东大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双方均不需要承担责任。 

（4）乙方进一步确认，乙方本次认购与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相互独立，不论

甲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向其他对象的发行成功与否，均不影响本协议的生

效，亦不影响乙方依据本协议应承担的认购义务。 

（二）公司与长江资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1）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 

①  双方同意并确认，甲方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49,771,092元，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认购2,309,700股甲方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乙方拟设立

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最终实际认购的股票数量根据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本

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由甲方进行相应调整。 

② 乙方通过成立定向资管计划并由定向资管计划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

发行的股票。 

③ 甲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 



（2）认购价格和认购价款 

①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即2015年12月31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计算公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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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0%，为72.36元人民币/股。如

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② 若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甲方可按要求确定新的发行价格。甲方根据监管要求且

经甲方相关权力机构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的调整不构成甲方对本协议之

违反，且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届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的调整。 

③ 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本次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应缴纳

的认购价款应按如下公式计算：认购价款=认购数量×认购价格，上述计算结果

应精确至人民币元（尾数忽略）。 

④ 乙方认购资金来源于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该等定向资管

计划及其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定向资管计划名称 委托人姓名/名称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数 

1 
长江资管唐德 1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王大庆 2,727,972 37,700 

2 
长江资管唐德 2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郑敏鹏 3,002,940 41,500 

3 
长江资管唐德 3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管乐 1,005,804 13,900 

4 
长江资管唐德 4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王博童 1,005,804 13,900 

5 
长江资管唐德 5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郁晖 2,004,372 27,700 

6 
长江资管唐德 6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张婧 1,700,460 23,500 

7 
长江资管唐德 7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李欢 3,002,940 41,500 

8 
长江资管唐德 8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杜世娟 1,005,804 13,900 



9 
长江资管唐德 9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刘芳 1,005,804 13,900 

10 
长江资管唐德 10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易竹君 1,606,392 22,200 

11 
长江资管唐德 11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金燕霞 47,757,600 660,000 

12 
长江资管唐德 12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虞浩月 72,360,000 1,000,000 

13 
长江资管唐德 13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李琳 28,944,000 400,000 

合计 167,129,892 2,309,700 

（3）支付方式 

① 在本协议依第七条（本协议的成立与生效）的规定生效后，乙方拟设立

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应根据甲方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书面缴

款通知，按照甲方与保荐人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价款一次性足额汇入保荐

人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

划入甲方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②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或定向资管计划设立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应向甲

方支付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的10%作为认购保证金，合计16,712,989.2

元。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足额缴纳

认购价款后五日内，甲方应将认购保证金全额返还给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

管计划。 

③ 如果甲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未获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或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不予通过，甲方应向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全额退

还已经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及认购保证金对应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

币同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进行计息）。 

④ 受限于本条第3款的规定，如果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前，因为任何归因于乙方及/或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的原因导致本次发

行未能成功，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经证监会核准后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

管计划不参与认购等情形，则乙方应当书面通知甲方，认购保证金不予退还。 



3、限售期 

① 双方同意并确认，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在本协议项下认购

的股票应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予以锁定，不得转让。但

法定的继承、司法强制执行等非交易过户除外。 

② 乙方应促使其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按照甲方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

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宜。 

③ 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乙方应促

使其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

述限售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

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④ 乙方应在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合同里约定，在限售期内，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委托人不得转让其持有定向资管计划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定向资管计划。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加盖公

章后成立。 

（2）本协议在如下所有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①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及本协议依法获得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② 本次非公开发行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3）在本协议成立后，双方均应积极努力，为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

足和成就创造条件，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导致本协议不生效并造成对方损

失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非因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协议不

能生效的（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股东大会未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证监会未核

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双方均不需要承担责任。 

（4）乙方确认，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认购与甲方的其他发行

对象认购相互独立，不论甲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向其他对象的发行成功与



否，均不影响本协议的生效，亦不影响乙方拟设立并管理的定向资管计划依据本

协议应承担的认购义务。在证券监管机构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乙方拟设立并管

理的任何一项定向资管计划未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缴纳认购价款，不影响已足额

缴纳认购价款的其他定向资管计划的认购。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能够有利于公司抓住影视剧产业繁荣发展的有利机遇，

在增加未来资源保障和产业发展投入的同时，优化公司的融资结构，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相关关联方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利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步骤，且

不涉及资产收购事项；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也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吴宏亮自公司领取薪酬，以及为公司和公司子公司取得

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长江资管不存在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

董事会提供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并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宏亮先生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郑敏鹏先生、公司监事郁晖先生、公司副总经理王大庆

先生拟通过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上述关联方参



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与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发行对象认购公司

股票的价格相同，本次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72.36 元/股，交

易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需回避表

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表决，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会后发表了如

下独立意见：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宏亮先生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郑敏鹏先生、公司监事郁晖先生、公司副总经理王大庆

先生拟通过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故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

易公平、公正、公开；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亦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由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没有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5、公司分别与吴宏亮、长江资管签订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附生

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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