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2018-093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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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控股”或“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资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出具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注册资本 12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 号 6 层 710-324 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06570997K 

主要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

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所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34 年 7 月 31 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35 号院 6 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2、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注册资本 132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B 座 1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62757236M 

主要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

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

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营业期限 2013-03-06 至 2043-03-0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35 号院 6 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3、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蔚然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五街 38 号 B2 座 83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3516187698 

主要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

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5-08-05 至 2065-08-0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 2 号诺金中心 20 层 

联系电话 010-56826999 

4、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天驷道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A 座 442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合伙人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创产业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08DRAXJ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09-21 至 2046-09-20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35 号院 6 号楼 

联系电话 010-52656282 

（二）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增持文投控股的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本次权益变动前，文资控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182,464,7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2.13%。本次权益变动，文资控

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及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增

持上市公司 132,036,672 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13%，持股比例增加达到 5%，具体如下表所示： 

变动时间 增持主体 
增持股数

（股） 

增持均

价(元/

股) 

增持资金 

（元） 

增持后持股

数（股） 

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 

增持后

持股比

例 

增持方式 

2015 年 8 月 文资控股 700,000 21.42 14,992,191 183,164,700 824,564,500 22.21% 
上交所集

中竞价交

易系统 

2015 年 9 月 文资控股 2,565,390 22.18 56,892,205 185,730,090 824,564,500 22.52% 

2015 年 10 月 文资控股 2,964,643 23.02 68,255,689 188,694,733 824,564,500 22.88% 

2016 年 5 月 文资控股 188,694,733 - - 377,389,466 1,649,129,000 22.8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2017 年 6 月 

文资控股 - - - 377,389,466 1,854,853,500 20.35% 

认购非公

开发行股

份 

文创定增

基金 
41,062,500 

11.18 

459,078,750 41,062,500 1,854,853,500 2.21% 

屹唐定增

基金 
33,306,600 372,367,788 33,306,600 1,854,853,500 1.80% 

文建发展

基金 
20,572,500 230,000,550 20,572,500 1,854,853,500 1.11% 



 

 

2018 年 1 月 文资文化 15,293,235 19.59 299,530,304 15,293,235 1,854,853,500 0.82% 

上交所集

中竞价交

易系统 

2018 年 9 月 文资文化 2,203,600 5.00 11,024,697 17,496,835 1,854,853,500 0.94% 

2018 年 10 月 文资文化 13,367,104 4.84 64,729,679 30,863,939 1,854,853,500 1.66% 

2018 年 11 月 文资文化 1,100 4.25 4,675 30,865,039 1,854,853,500 1.66% 

注：2016 年 5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影响文资控股持股比例，不计入本次权益变动范畴。

上表中，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文创定增基金，北京市文化中

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文建发展基金，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简称文资文化，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详见信

息披露义务人委托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