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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间股权官司 3 月 14 日开庭

罗顿发展重组股权稳定性问题被问询
本报讯 2018 年元旦，罗顿发展(600209)创始股东、
老同学间的股权纠份，让五年前的前减持内幕曝光。也
让如今罗顿发展的重组无辜“躺枪”。
3 月 6 日，罗顿发展公告诉讼进展，公司创始股东昂
建、苏晓萌诉罗顿发展及实控人李维等损害股东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3 月 14 日将在海南高院北楼附楼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
苏晓萌和李维是安徽合肥某高中同学，昂健和李维
是合肥某高校的校友，怀揣着创业梦想，1987 年-1989 年
三人分别来到海南后决定共同发展。1992 年，三人共同
成立了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在黄金海岸集团中，苏
晓萌持有 20%股权，昂健和李维分别持有 40%。对于三
人创业故事，外界有“三剑客”
之称。
1999 年 3 月，海南黄金海岸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在上
市过程中更改名称为海南罗顿旅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名
称为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昂建、苏晓萌诉讼事实与理由为，自 2012 年 5
月 2 日始，黄金海岸集团、李维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规

定，虚构召开股东会、未经
公司其他股东表决情形
下，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
减持黄金海岸集团对罗顿
发展的股份，截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黄金海岸
集团股权比例由 32.07%缩
减 至 仅 占 上 市 公 司
4.55%。此后，黄金海岸集
团再次进行了减持，直至
2013 年 7 月止，黄金海岸集
团不再持有罗顿发展股份。
简言之，昂建、苏晓萌认为在五年前，黄金海岸集团
减持罗顿发展的股票损害了自己利益，要求判决五年前
的减持无效。
罗顿发展没有想到，五年前的一起大股东减持事件
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会绵延至今。
目前正值罗顿发展发行股份收购易库易资产申报

海虹控股民营股权全退出

停牌承诺不超过 6 个月

拟更名为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
本报讯 股价历经大跌大涨后，海虹控股(000503)3
月 6 日核查完毕复牌。公告透露，海虹控股拟更名，原民
营控股股东股权在第二轮全退出，央企中国国将 100%持
股。
公告，控股股东中海恒的股东中恒实业和策易投资
咨询同意将其分别持有的中海恒 23.75%和 1.25%股权转
让给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国风投基金投资决策
委员会已决策通过股权收购事项。国风投基金将持有
中海恒 100%股权。上述事项对公司经营活动不产生任
何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控人未产生变化。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国新成海虹控股实控人，间
接持股 75%。海虹控股的实际控制人由康乔，变更为国
风投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国新。央企的加入，一时被
誉为“逆向混改”。
然而，本次股权转让来似乎来得有点快，原民营股
东至此拱手完全退出。小散们清楚地记得，海虹控股
“故事”很多，业务从网络游戏、药品采购转到医保控费，
创始人康健在海虹控股上倾注了已近 20 年心血。
公告显示，中国国新完成对海虹控股完全控股后，
将集中资源推进海虹控股发展，将海虹控股作为中国国
新和国风投资金的战略性项目，将立足将海虹控
股打造成为国家级的医疗健康保障服务企业。
故公司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国新健康保障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事先咨询工商部门意见，
于 3 月 2 日收到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名称
变更核准通知书。
公司拟变更证券简称事项尚须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核准，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事项须
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复牌当日（3月6日），
海虹控股涨停报收。
（王全）

转让国广东方股权获益 1.5 亿元

华闻传媒布局智能文化消费时代
本报讯 华闻传媒近期发布公告称，
华闻传媒将持有
国广东方 19%股权(作价 2.49 亿元)转让给中国广电，
同时，
国广控股(公司控股股东国广资产之控股股东)也将所持
国广东方 16%股权(作价 2.1 亿元)转让给中国广电。
通过此次股权转让，中国广电合计持有国广东方
35%的股份，
成为国广东方控股股东。
国广东方作为持有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牌照方之
一，对比其他牌照方并无明显优势，本次交易通过引入
中国广电入股国广东方，借助中国广电的资源及背景优
势，将对国广东方的业务体系产生大幅度的提升空间。
本次转让国广东方 19%股权获得投资收益约 1.52 亿元，
将对公司 2018 年的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交易完成后，
华闻传媒持有国广东方 11.9996%股权，公司对国广东方
继续采用权益法核算。
同时，
华闻传媒发布了五年创新战略。2018-2022年，
公司将在加强、
整合、
聚焦核心主渠道的同时，
侧重于内容
布局，
而内容布局的切入点主要定位在互联网新媒体和
“创

材料之时。2018 年 2 月 14 日，罗顿发展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监管机构在
通知书中指出，如李维败诉并归还黄金海岸集团所持上
市公司股权，对本次重组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
股权稳定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
见。
（王全）

新文娱体旅”
。这将是公司的核心业务，
也是公司未来五年
并购重组、
资源配置以及资金投入的主要方向。
一直以来，财经资讯服务是华闻传媒收入增长的
“重头戏”。随着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的发展，财经服务
和文化产业也开始寻求智能化的途径。而人工智能带
来消费升级尤其是消费需求个性化的突显，产生了更多
文娱体旅服务的市场需求。在这一方面，华闻传媒也早
已开始布局。一方面打通原有资产的变现通道，围绕现
有产业的基础设施资源，品牌资源和 IP 资源，整合构建
音乐，动漫等一站式服务的优质互娱平台；另一方面，借
力科技的力量，使得文化消费环境更贴近当下的受众，
创造更新的体验，以粉丝经济、体验经济为主，形成线上
线下的全场景融合。
从 2017 年起，华闻在资本市场上收购频频。2017 年
投资新媒体，五次增持成为爱玩网络第二大股东，并确
立游戏产业布局雏形，都是在智能时代紧跟消费升级的
步调。
（王全）

康芝药业拟现金收购
医院等资产
本报讯 无法在首次停牌后 3 个月内披露重组预
案。3 月 5 日，康芝药业(300086)公告申请继续停，但
承诺连续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康芝药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透露，公司已与
三个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标的公司签署了关于本次
重组的意向协议。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为广州市恒
康医药有限公司 70%股权、云南九洲医院有限公司及
昆明和万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控股权。
标的公司广州市恒康医药有限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
行业，标的公司云南九洲医院有限公司及昆明和万家
妇产医院有限公司所处行业均为医疗服务行业。
广州恒康医药，是一家以西药批发、中成药、中药
饮片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及乳制品批发为主的药品
流通 GSP 认证企业，为广东省知名医药物流配送企业
之一。
云南九洲医院，
是一家开设泌尿外科、
男性科、
妇产
科、
不孕不育科四大特色专科的云南省知名民营医院。
昆明和万家妇产医院，
是以开设产科、
妇科、
计划生
育科、
不孕不育科、
儿科五大专科为特色的民营医院。
上述两家医院皆为同一实控人游文龙、游文新。
初步方案为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
公司股权。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初步确定不涉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资料显示，康芝药业自 2017 年 12 月 6 日开市起停
牌。近日，康芝药业披露业绩快报，康芝药业 2017 年
总营收 4.8 亿 较上年同期增长 1.85%。净利润为 4746
万元，同比上升 2.82%。
（王全）

质押数占持股比例升至 96%

海航基础控股股东
补充质押逾 5700 万股
本报讯 海航基础(600515)3 月 2 日晚间公告，公
司控股股东海航基础控股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期间办
理多笔股份补充质押，合计质押股份数量 5735.1 万
股，占总股本的 1.47%。本次股票质押后，海航基础控
股累计质押的股票 21.66 亿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总数
的 96.30%，占公司总股本的 55.43%。海航基础表示，
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海航基础控股将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海航基础 1 月 22 日跌停后停牌。 （王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