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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 

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业务规则》），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曦篮球”、

“公司”）就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并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我公司”）提交了挂牌申请。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调查指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

定（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定》），我公司对同曦篮球的财务状况、持续

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同曦篮球本次申请进

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中泰证券推荐同曦篮球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调查

指引》、《业务规定》的要求，对同曦篮球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事项包

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

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等。 

项目小组与同曦篮球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员工等进

行了交谈，并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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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

份有限公司尽职调查工作报告》。  

二、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小组成员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分别

对项目小组制作的《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

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基本按照《主办券商

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对同曦篮球采用了实地勘察、资料

收集核查等手段完成调查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

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和技术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等规则的要求，

同曦篮球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整套申报材料，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基本

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同曦篮球前身为“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09 月 06 日。2017 年 05 月 31 日，公司采用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最近两年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重大变更。公司自 2007 年起从事职

业篮球俱乐部的运营和管理、及相关体育产业运营业务，其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三会一层”法人治理结构，运作规范。公司自

设立以来，历次增资行为合法合规。 

（四）公司于 2017 年 7 月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签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中泰证券同意推荐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

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

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的全部条件，内核小组成

员同意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推荐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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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同曦篮球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同曦篮球符合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同曦篮球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6 日，设立时名称为“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系由南京同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同曦集团）、万荣芳以货币方式

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201212305311，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广川。有限公司成立时各股东出

资比例为：南京同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9.00%，万荣芳 1.00%。 

2017 年 5 月 31 日同曦篮球由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整体变

更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同曦集团 20,790,000 净资产折股 99.00

2 万荣芳 210,000 净资产折股 1.00

合计 21,000,000 100.00

公司近两年一期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公司主要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

变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为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

的股份公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公司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

没有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因此，公司存续时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

计算，公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条件。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为职业篮球俱乐部及相关体育产业的运营和管理。公司运营的

篮球俱乐部是 CBA 联赛的 20 只俱乐部之一。近年来随着联赛关注度持续上升，

CBA 联赛被视为亚洲一流的联赛，上座率、收视率、赞助商都呈现逐年上涨态势。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主营业收入分别为

14,082,453.12 元、33,542,041.96 元和 14,310,480.55 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 99.97%、99.99%和 99.88%。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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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广告业务收入、联赛经费分成收入、体育衍生业务收入、球票收入，主

营业务未发生变化。近两年公司合法经营，符合“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条件。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善了《公司

章程》，建立了“三会”议事规则。目前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完备、

明确，运作符合《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已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

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制度，

并进一步强化了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操作性。 

根据项目组人员的核查、公司的书面说明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公司在最

近 24 个月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活动合法合规，不存在因违反工商、税务、

环保、安监、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不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在法律、法规及其内部管理制度的

框架下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治理

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条件。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同曦篮球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6 日，由南京同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同曦

集团）、万荣芳以货币方式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0 万元，

根据南京东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东兴会﹝2007﹞验字 243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07 年 8 月 28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人

民币 42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有限公司成立时，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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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 

1 
南京同曦投资发展责

任有限公司（现同曦集

团） 
2,079.00 415.80 货币 99.00

2 万荣芳 21.00 4.20 货币 1.00

合计 2,100.00 420.00 100.00

2009 年 11 月 12 日，经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有限公司

的实收注册资本增加至 2,100 万元，新增的 1,680 万元由江苏同曦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现同曦集团）和万荣芳以货币形式出资， 

根据南京永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宁信验字﹝2009

﹞第 1054 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09 年 7 月 21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缴

纳的第 2 期注册资本 1,680 万元，其中江苏同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同曦

集团）第 2 期缴纳 1,663.20 万元，万荣芳第 2 期缴纳 16.80 万元。本次变更后，

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江苏同曦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现

同曦集团） 
2,079.00 货币 99.00

2 万荣芳 21.00 货币 1.00

合计 2,100.00 100.00

公司自设立以来共存在三次出资行为，其中第一、二次为货币出资；第三次

为净资产出资。历次出资均履行了股东（大）会决议、制定/修改公司章程、经

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工商设立/变更登记等程序，股东出

资真实、充足；公司出资履行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公司股东历次出资形式与

比例合法合规，不存在出资瑕疵。 

公司自设立以来，未有增资行为和股权转让行为。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

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条件。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签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6 
 

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中泰证券同意推荐同曦篮球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持续督导。 

综上，我公司认为同曦篮球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条件。 

（六）不存在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的情形 

1、判断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科技创新类公司是指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公司，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

能源、新能源汽车。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职业篮球俱乐部及相关体育产业的运营和

管理，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2、非科创企业公司不存在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的情形的分析 

公司2015年度及 2016年度的业务为职业篮球俱乐部的运营和管理，根据股

转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行业属于R88“体育类”

下中类R8810“体育组织”。 

表：同曦篮球所在大类行业、中类行业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水平 

单位：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行业 
数据来

源 
市场类别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行业平均营

业收入 
样本数 

两年平均之和

上市公司 21,972.92 1 24,097.51 1 46,070.42 

新三板挂

牌公司 
10,514.00 18 15,096.73 18 25,610.73 

可比大类行

业：R88 “体
育” 

公开市

场数据 

区域股权

市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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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 - - - - 

新三板挂

牌公司 
16,915.63 3 25,206.03 3 42,121.66 

可比中类行

业：

R8810“体育

组织” 

公开市

场数据 

区域股权

市场 
- - - - - 

注：经核查，无处于属于 R8810“体育组织”的上市公司及区域股权市场数

据 

同曦篮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情况：2016年度、2015年度，公司经审计的主营

业收入分别为3,354.20万元和1,431.05万元，两年合计4,785.25万元。公司报告期

内两个完整年度营业收入之和低于公开市场数据的大类行业及可比中类行业的

平均营业收入水平。 

经核查，可比中类行业：R8810“体育组织”中新三板挂牌的3家公司主营

业务与同曦篮球均不相同，公开市场数据中未找到以职业篮球俱乐部的运营和管

理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因此公司与上述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业务不具备可比性，企

业名单与主营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证监会行业名

称大类行业 

所属证监会行业名称

中类行业 
主营业务类型 

834338.OC 恒大淘宝 体育 体育组织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运

营和管理 

834425.OC 新赛点 体育 体育组织 

企业运动服务解决方

案、赛事活动组织及体

育培训等多元化的综

合体育服务 

835282.OC 梅珑体育 体育 体育组织 
赛事运营和其他增值

业务 

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中属于R8810“体育组织”的企业共有3家。从主营

业务具体内容分析，仅恒大淘宝同为职业俱乐部的运营和管理，但俱乐部从事的

赛事领域区别很大（恒大淘宝为足球领域），同时负责管理联赛的协会也均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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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属于中国足球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业务具体不具备可比性。 

篮球俱乐部业务开展均在中国篮球协会监督下运营，中国篮球协会并未拥有

行业的相关经营数据，且国家统计部门也无篮球俱乐部运营和管理服务的相关国

内市场收入数据。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企业公司，但由于所从事行业在公开市

场并无相关平均数据，且从事的体育产业属于国家“十三五”计划的重点发展产

业，同时作为国内最顶级的篮球职业联赛CBA联赛20支球队之一，不属于负面清

单中“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的范畴。 

经核查，公司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275.70 万元、502.01 万元、-1,228.04 万元，不在负面清单“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

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范围内。 

3、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

通知》（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 号），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

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4、经查验，自有限公司设立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股东不存在国有控股或

国有参股的情形。 

5、根据项目组人员查询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址：

http://shixin.court.gov.cn/），公司、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

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6、根据项目人员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7、根据项目小组核查并经公司声明，公司不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 

综上，公司不存在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的情形。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中泰证券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http://shixin.court.gov.cn/%EF%BC%89%EF%BC%8C%E6%9C%AA%E5%8F%91%E7%8E%B0%E5%85%AC%E5%8F%B8%E8%91%A3%E7%9B%91%E9%AB%98%E4%B8%BA%E5%A4%B1%E4%BF%A1%E8%A2%AB%E6%89%A7%E8%A1%8C%E4%BA%BA%EF%BC%9B
http://shixin.court.gov.cn/%EF%BC%89%EF%BC%8C%E6%9C%AA%E5%8F%91%E7%8E%B0%E5%85%AC%E5%8F%B8%E8%91%A3%E7%9B%91%E9%AB%98%E4%B8%BA%E5%A4%B1%E4%BF%A1%E8%A2%AB%E6%89%A7%E8%A1%8C%E4%BA%BA%EF%BC%9B
http://shixin.court.gov.cn/%EF%BC%89%EF%BC%8C%E6%9C%AA%E5%8F%91%E7%8E%B0%E5%85%AC%E5%8F%B8%E8%91%A3%E7%9B%91%E9%AB%98%E4%B8%BA%E5%A4%B1%E4%BF%A1%E8%A2%AB%E6%89%A7%E8%A1%8C%E4%BA%BA%EF%B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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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来源于关联方的营业收入较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风险 

2017年1-3月、2016年度、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4,086,800.50

元、33,544,317.18元、14,327,129.01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中来源于关联方品牌

冠名推广的收入分别为：7,047,169.81元、15,566,037.74元、9,905,660.37元，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0.03%、46.40%、69.14%。公司来源于关联方的营业收入较

多，会形成对关联方依赖的风险。 

（二）球队战绩不佳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职业篮球俱乐部的运营和管理，球队的战绩是衡量公司运

营管理水平的最直接要素。由于俱乐部进入CBA联赛仅三个赛季，还未能进入CBA

联赛的季后赛，因此公司一直在加大对球队建设的力度，如增加外援和国内球员

的引进等。如未来在公司持续加大联赛运营投入的情况下，球队战绩依然无法提

升或达到预期，将对俱乐部的品牌影响力产生影响，从而有导致企业广告收入、

门票收入减少，球迷关注度降低，影响公司业绩的风险。 

（三）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为负的风险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3月，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39.58万元、-6,300.19万元和-489.08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为负。公司股

东持续性资本投入及关联方提供借款以支持公司开展职业篮球俱乐部的运营业

务，公司各项经营状况良好，并未由于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净流出而影响公司的

正常业务开展。 

未来公司仍可能会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形，如果不能及时获得资金支持，公司

资金流动性减弱，进而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的发展，并可能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造成影响。 

（四）未来核心球员薪酬成本上升、受伤和流失的风险 

随着国内CBA联赛不断的发展和社会关注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资本介入在

推高了俱乐部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了近年来球队核心球员的人员薪酬的上涨。球

员是俱乐部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源，不断上涨的薪酬将会推高公司的运营成本；

另一方面，核心球员如果出现离职或受伤的情况，也会给俱乐部带来战绩下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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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五、主办券商推荐理由 

公司主营业务为职业篮球俱乐部及相关体育产业的运营和管理。公司运营的

篮球俱乐部是CBA联赛的20只俱乐部之一，从事的体育产业属于国家“十三五”

计划的重点发展产业。近年来随着联赛关注度持续上升，CBA联赛被视为亚洲一

流的联赛，上座率、收视率、赞助商都呈现逐年上涨态势。 

随着中国篮协“管办分离”的推进及2017年2月23日，姚明当选为新一届中

国篮协主席。“管办分离”的落地将使得CBA联赛向更加市场化和职业化方向发

展，篮球俱乐部将有更多的权限向体育全产业链拓展，篮球产业的黄金时期将加

速到来。 

主办券商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充分尽调行业，认为公司未来具有较大

发展空间。（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的签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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