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邮编：100032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18）第 078-7 号 

致：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达电影”、“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专项中国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公司本次重组出具了京天股字（2018）第 078 号《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18）第 078-1 号《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京天股字（2018）

第 078-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京

天股字（2018）第 078-3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三）》”）、京天股字（2018）第 078-4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四）》”）、京天股字（2018）第 078-5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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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五）》”）及京天股字（2018）第 078-6 号《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 

本所现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本法律

意见，本所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

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及《标的资

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法

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 

根据万达电影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相

关议案，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协议的相关约

定，本次交易方案为万达电影发行股份购买万达投资等 20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万

达影视 95.7683%的股权。 

二、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万达电影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1、2018 年 6 月 22 日，万达电影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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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批准报出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

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说明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2018 年 11 月 2 日，万达电影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3、2018 年 11 月 26 日，万达电影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

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

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批准

报出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说明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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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 12 月 12 日，万达电影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

明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批准报出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评

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说明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对于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均回避表决。 

5、2019 年 2 月 1 日，万达电影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不

构成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由于西海岸产投未能获得其主管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核准其参与本次交易的意见，万达电影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西海

岸产投及其持有的万达影视 1.0579%股权不再纳入本次交易对方和标的资产范

围，公司将发行股份购买万达影视合计 95.7683%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1、根据相关交易对方的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万达投资、泛海投资已分

别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或由其股东作出决定，同意万达投资、泛海投资参与本

次交易。 

2、根据互爱科技股东大会决议，互爱科技已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

意互爱科技参与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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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相关交易对方的合伙人会议决议，莘县融智、宿迁清远、上海塔拜、

蕙阳郡霆、西藏华鑫已分别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莘县融智、宿迁清远、上海塔

拜、蕙阳郡霆、西藏华鑫参与本次交易。 

4、根据相关交易对方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恒盈投资、乐创东方已分别

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恒盈投资、乐创东方参与本次交易。 

5、根据相关交易对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弘创投资、天津梦元、鼎石

一号、兴铁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已分别作出决定，同意弘创投资、天津梦元、

鼎石一号、兴铁基金参与本次交易。 

6、根据华策影视总裁决定，华策影视总裁作出决定，同意华策影视参与本

次交易。 

（三）标的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万达影视股东会决议，万达影视股东会已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不予禁止的决定 

2018 年 11 月 2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反垄断审查函[2018]第 46

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决定对万达电影收购万达影视股

权案不予禁止，万达电影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9 年 4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向北

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17 号），核

准万达电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

法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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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9 年 5 月 8 日，万达影视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230985X4）。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万达影视已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至万达电影名下事宜完成工商登记

变更，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69230985X4），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万达影视 95.7683%股权已

过户至万达电影名下，万达影视成为万达电影控股子公司。 

（二）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2019 年 5 月 9 日，瑞华会计师出具瑞华验字[2019]62020001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5 月 8 日止，万达电影已收到万达投资等 20 名投资者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 316,985,827.00 元，出资方式为股权出资。本次交易完成后，万

达电影注册资本总额将变更为 2,078,428,288.00 元。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9 年 5 月 2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万达电影向万达投资等 20 名交易对方发行的 316,985,82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万达电影的股份

总数变更为 2,078,428,288 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验资手续，万达电影已合法取

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万达电影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

份的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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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万达电影披露的信息以及实施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本所律师认为，

万达电影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截至目前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万达电影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

发生调整的情况。 

六、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资金占用以及关联方担保情况 

根据万达电影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在本次交

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的情形，亦不存在万达电影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 本次重组相关协议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目前均已生效，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

议约定履行上述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相关各方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

事项的情形。 

八、 本次交易尚待完成的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万达电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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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达电影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的工商登记或备案手续。 

2、本次交易相关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

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九、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验资手续，万达电影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

有权；万达电影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三）万达电影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截至目前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四）万达电影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调整的

情况； 

（五）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

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万达电影为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并正常履行，未出现违反约定的情

形，相关各方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情形； 

（七）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 



 

 10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的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汪相平 

               

 

                                                                  

陈惠燕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签署日期：  2019 年 5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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