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

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我公司推荐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我公司已按要求组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反馈意见中所提

到的问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

发表意见的问题，已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涉及到公开转让

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要改动部分，已经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

行了修改。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开转让

说明（申报稿）中的相同。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 

反馈意见所列字体 仿宋加粗 

对问题的答复 仿宋 

公开转让说明书原文 宋体 

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改 楷体加粗 

  



1、关于中欧基金、中诚资本的股权转让程序存在瑕疵。

请公司补充披露股权转受让瑕疵的补救措施及解决情况，是

否履行程序齐备、合法合规。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所

有涉及国有股权转受让的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合法合规

性并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补充披露的情形：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进行如下补充披露： 

（一）国都证券历史沿革 

2004 年 3 月 10 日，国都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锦绣大地将占国都有限

注册资本 4.6744%共 5,000 万元的出资全部转让给股东北国投，经审计的 2013

年 12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值略高于本次转让价格。此次转让未履行评估及评估备

案程序，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北京市国资委出具的“京国资[2012]48 号文”：“同

意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参与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间接对北国投此次受让所形成的股权进行了确认。 

2007 年 4 月 6 日，国都有限 2006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扩大公司资本

规模的议案》，同意原有股东按现有股份每 10 股配 5.5 股，同时按一定比例有

选择地招募优质新股东入资。此次增资未履行评估、备案程序，存在程序上的瑕

疵，后公司已经委托评估机构进行了补充评估，根据该评估结果，新股东入资价

格高于评估值。 

嘉源律师认为：除 2004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2008 年国都有限增资存在程序

瑕疵外，国都证券历次股权增资、转让涉及国有股权比例变动均履行了相应的

内部决策和外部审批程序，股权转让和增资行为合法合规；依据《金融企业国

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规定，国都有限 2004 年

及 2008年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导致该股权转让和

增资行为的无效；国都证券后续已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未因该等瑕疵对相关方作出处罚或提出异议，不构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

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对本次挂牌产生实质性障碍。 

（二）国都期货历史沿革 

2004 年 7 月 16 日，中诚期货召开股东会，同意龙电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中诚期货 49%的股权作价 1,568 万元转让给中诚信托，剩余 13.5%的股权作价

432 万元转让给国都有限；同意龙电集团黑龙江蓝筹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中诚期货 25%的股权作价 800 万元转让给国都有限；同意黑龙江龙电置业有限公

司将持有的中诚期货 7.5%的股权作价 240 万元转让给国都有限，剩余 5%的股权

作价 160 万元转让给北京安贞大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国

有股权的变动，但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等国有资产变更程序。 

2007 年 3 月 26 日，中诚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中诚信托

受让北京安贞大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中诚期货 5%的股权；同意增

加注册资本 3,300 万元，其中国都有限增资 2,578 万元，中诚信托增资 722 万元。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程序。 

嘉源律师认为：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

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中诚期货上述涉及国有股权变动未履行资产评估

及备案手续的情况不会导致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的无效；前述股权转让及增资

价格与审计值相当，未导致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且中诚期货后续办理了国有

产权登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主管部门未对该等瑕疵问题提出异议或作出行政

处罚，目前不存在股权争议及纠纷，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三）转让中欧基金 10%股权 

2014 年 3 月 20 日，国都有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转让所

持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以每股 1.5 元的价格转让所持

有的 10%的中欧基金股权用于中欧基金员工持股计划。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股

权的变动，未履行招拍挂及备案的程序。 

嘉源律师认为：中欧基金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到国有资产转让，未履行招拍

挂及评估备案的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中欧基金涉及国有股权变动未

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的情况不会导致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的无效。本次转



让已进行评估且依据评估值确定价格，且国都证券和中欧基金履行了内部决策

程序及外部审批、备案程序，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相关信息已分别体现在国都

证券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监督检查登记表》

中，并取得财政部关于上述各年度国有产权登记证的监督检查盖章审定，间接

认可了国都证券转让中欧基金 10%的股权的行为，该等股权转让不会构成国有资

产的重大流失，本次股权转让亦不存在纠纷和争议。因此，本次股权转让行为

的瑕疵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四）受让景和万物 5%的股权 

2014 年 10 月 20 日，景和万物的股东国都景瑞以人民币 10万元作为对价受

让北京瑞和万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景和万物 5%（出资额）的股权。

本次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经景和万物公司确认，

该 5%的股权以注册资本 200 万元的 5%作为转让价格，作价依据系景和万物于

2014 年 3月注册成立，尚处于业务开展初期，未来发展前景尚不明朗。 

嘉源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

案程序，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号）

第 30 条规定，企业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由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截至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日，财政部门未就该等瑕疵受到财政部

门的处罚，本次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不会导致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经景和万物公司确认，由于上述股权转让时景和万物尚未实现盈利，且转让金

额较小，因此按照原始出资额转让不会构成国有股权的重大流失；本次转让不

存在股权争议或纠纷，不会对对本次挂牌产生实质性障碍。 

（五）收购国都（香港）金控 

国都有限自 2008 年 10 月 27 日从 HAREFIELD LIMITED 处收购国都（香港）

金控全部股份合计一股，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鉴于国都有限为了加快

国都（香港）金控的设立进度，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之前，由 HAREFIELD LIMITED

代理设立国都（香港）金控，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国都有限收购国都（香

港）金控。 

嘉源律师认为，鉴于当时国都（香港）金控尚未正式营业，无资产，且后



续国都（香港）金控办理了国有产权登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未对该等瑕

疵问题提出异议，因此不存在股权争议及纠纷，不构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 不

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六）中诚资本股权变动 

中诚资本历次股权变动如下： 

第一次股份变动：2010 年 2月 22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499,999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500,000 股。 

第二次股份变动：2012 年 3月 12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1,5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2,000,000 股。 

第三次股份变动：2012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增加配股数量 12,7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15,3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30,000,000 股。 

第四次股份变动：2013 年 3 月 5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9,8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10,2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50,000,000 股。 

第五次股份变动：2013 年 12 月 12 日，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

量 31,67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81,670,000 股。 

第六次股份变动：2015 年 4月 14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35,003,469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16,673,469 股。 

第七次股份变动：2015 年 8月 28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5,1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4,9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26,673,469 股。 

第八次股份变动：2015 年 9月 25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10,2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9,8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46,673,469 股。 

第九次股份变动：2016 年 6 月 3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7,14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6,86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60,673,469 股。 

就此，嘉源律师认为：依据《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1999 年 9 月

27 日生效)第 26 条规定，境内投资者向境外投资，须按《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

法》要求进行资产评估。中诚资本历次股权变动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及备案手

续，存在一定的程序瑕疵。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历次股权变动的定价依据为上

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且中诚资本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并在公

司注册处予以登记；依据后续中诚资本办理的国有产权登记表，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未对该等瑕疵问题提出异议或作出处罚，前述增资行为不存在纠纷和

争议，不会构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因此，本次增资行为的瑕疵不会对本次

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同时，嘉源律师的补充法律意见也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

之“六、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和“七、公司子公司、重要参

股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相应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律师的核查： 

（1）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律师查阅公司及其子公司工商底档、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国有

产权登记资料；与公司高管人员进行访谈，履行了核查义务，并将上述资料作为

底稿留存。 

（2）核查事实概述 

①国都证券（国都有限） 

公司历史沿革中，2004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2008 年第一次增资、2013 年 12

月股东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全部股权、2015 年 12 月第二次增资涉及国有

股权变动。其中，2004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2008 年第一次增资未履行资产评估、

备案程序，存在一定程序瑕疵，具体如下： 

A、2004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未履行评估及备案手续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瑕疵补救措施和解决情形如下： 

第一，依据 2003 年审计报告，国都有限每一元出资额对应的经审计净资产

值为 1.0012 元，股权转让价格与净资产值持平； 

第二，北京信托此次受让所形成的股权已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京国资[2012]48 号文认可。北京市政府出具的京国资[2012]48 号文是

基于 2012 年国都证券与西南证券合并的背景，就资产重组出具的批复。该文的

具体内容为，“同意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参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根据上述批复内容，北京市国资委

同意北京信托以所持国都有限的股权参与西南证券资产重组，事实上是对出具批

复时北京信托所持国都有限的股权状态的确认，间接认可该次股权转让行为的结

果； 

第三，根据公司和北京信托的书面确认，此次转让未进行评估，转让依据为

标的股权对应的原始出资，此次股权变动不存在股权纠纷； 

第四，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的，由财政

部门给予警告。截至出具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国都证券未受到财政部门就上述

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上述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构

成股权转让行为的无效。且后续国都有限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过程中，国有股

权监督管理部门未就前述国有股权变更的瑕疵问题提出异议。 

B、2008 年国都有限第一次增资时，未履行评估及备案手续 

关于本次增资履行的程序、瑕疵补救措施和解决情形如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此次采用溢价的方式进行增资，增资依据为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资产值，其中全部原有股东按照 1.35:1 的溢价比同比例增资；

新增股东按照 3.5:1 的溢价比进行增资。 

针对该次增资未进行评估的事项，公司委托中科华于 2015 年 12 月 26 日出

具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68 号《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估第一次增资扩股所

涉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根据该评估报告，



国都有限于评估基准日 2006年 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77,555.50

万元，溢价比 2.59：1。根据上述评估报告，国都有限第一次增资中新增股东的

增资价格高于评估值，不会构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且此次增资已经由北京市

工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争议或纠纷。 

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的，由财政部门给

予警告。截至出具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国都证券未受到财政部门就上述事项作

出的行政处罚，上述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构成增资

行为的无效。且后续国都有限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过程中，国有股权监督管理

部门未就前述国有股权变更的瑕疵问题提出异议。 

综上，主办券商、律师认为，除 2004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2008 年国都有限

增资存在程序瑕疵外，国都证券历次股权增资、转让涉及国有股权比例变动均履

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和外部审批程序，股权转让和增资行为合法合规；依据《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国

都有限2004年及2008年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构成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行为的无效；且国都有限后续已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未因该等瑕疵对相关方作出处罚或提出异议，不构成国有资

产的重大流失，不存在股权争议或纠纷，因此，前述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

会对本次挂牌产生实质性障碍。 

②国都期货（中诚期货） 

2005 年国都有限收购中诚期货 46%的股权、2007 年中诚期货增资及股权转

让均导致了国有股权变动，但未履行相应的评估及备案程序，具体如下： 

A、2005 年国都有限收购中诚期货 46%的股权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瑕疵补救措施和解决情形如下： 

第一，依据中鸿信建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诚期货经济有限责任公

司 2004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中鸿信建元审字（2004）第 1127 号），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中诚期货的净资产值 27,386,141.55 元。依据国都有限提供



的资料，国都有限取得中诚期货 46%的股权所支付的对价，系依据期后调整的净

资产值、溢价 414 万元基础上确定（中诚期货 100%股权共溢价 900 万元）； 

第二，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评估备案而未评估备案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截至出具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国都期货未受到财政部门就上述事项作出的

行政处罚，国都期货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构成本次

增资行为的无效； 

第三，后续国都期货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过程中，国有股权监督管理部门

未就前述国有股权变更的瑕疵问题提出异议； 

第四，上述股权转让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不存在纠纷和争议，不会对本次

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B、2007 年中诚期货增资及股权转让均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 

关于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瑕疵补救措施和解决情形如下： 

第一，依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诚期货经济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2007）京会兴审字第 1-165 号），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中诚期货的净资产值为 28,754,892.06 元，每 1 元出资对应净资

产值为 0.90 元，交易价格为每股 1 元，接近于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 

第二，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评估备案而未评估备案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截至出具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国都期货未受到财政部门就上述事项作出的

行政处罚，国都期货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构成本次

增资行为的无效； 

第三，中诚期货后续办理了国有产权登记，国资主管部门未对该等瑕疵问题

提出异议，并确认了股权转让行为及增资行为发生时的持股主体所持国都期货相

应股权的结果，国资主管部门未因该等瑕疵对相关方作出任何处罚，且该等变化

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不存在纠纷和争议，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综上，主办券商、律师认为，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中诚期货涉及国有股权变动未履行资产

评估及备案手续的情况不会导致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的无效；前述股权转让及增

资价格与审计值相当，未导致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且中诚期货后续办理了国有

产权登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主管部门未对该等瑕疵问题提出异议或作出行政处

罚，不存在股权争议及纠纷，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③景和万物 

2014 年 10 月 20 日，景和万物的股东国都景瑞以人民币 10 万元作为对价受

让北京瑞和万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景和万物 5%（出资额）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 

经景和万物公司确认，该 5%的股权以注册资本 200 万元的 5%作为转让价

格，作价依据系景和万物于 2014 年 3 月注册成立，尚处于业务开展初期，未来

发展前景尚不明朗，且转让金额较小，不会构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不存在股

权争议或纠纷。 

同时，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评估备案而未评估备案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截至出具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景和万物未受到财政部门就上述事项作出的

行政处罚，景和万物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及备案的瑕疵不会构成本次

增资行为的无效，不会对对本次挂牌产生实质性障碍。 

④国都(香港)金控 

国都有限自2008年10月27日从HAREFIELD LIMITED处收购国都（香港）

金控全部股份合计一股，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

程序、瑕疵补救措施和解决情形如下： 

国都有限为了加快国都（香港）金控的设立进度，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之

前，由 HAREFIELD LIMITED 代理设立国都（香港）金控，在取得中国证监会

批准后，国都有限收购国都（香港）金控。鉴于当时国都（香港）金控尚未正式

营业，无资产也未实际运营，且后续国都（香港）金控办理了国有产权登记，国



资主管部门未对该等瑕疵问题提出异议，该等股权转让亦不存在股权争议及纠纷，

不构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 

⑤中诚资本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中诚资本历次股权变动如下： 

第一次股份变动：2010 年 2 月 22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499,999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500,000 股。 

第二次股份变动：2012 年 3 月 12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1,5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2,000,000 股。 

第三次股份变动：2012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增加配股数量 12,7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15,3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30,000,000 股。 

第四次股份变动：2013 年 3 月 5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9,8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10,200,000 股

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50,000,000 股。 

第五次股份变动：2013 年 12 月 12 日，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

量 31,67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81,670,000 股。 

第六次股份变动：2015 年 4 月 14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35,003,469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16,673,469 股。 

第七次股份变动：2015 年 8 月 28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5,1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4,900,000 股扩

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26,673,469 股。 

第八次股份变动：2015 年 9 月 25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10,20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9,800,000

股扩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46,673,469 股。 

第九次股份变动：2016 年 6 月 3 日，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配股数量 7,140,000 股，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配股数量 6,860,000 股扩



股后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160,673,469 股。 

依据《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 26 条规定，境内投资者向境外投资，

须按《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要求进行资产评估，上述股份变动均未履行相应

的评估及备案程序。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尽管中诚资本历次股权变动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及备

案手续，但定价依据为增资发生上一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且中诚资本履行了内

部决策程序，该等增资行为不存在纠纷和争议。 

依据后续中诚资本办理的国有产权登记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未对该等

瑕疵问题提出异议，前述股权变动不存在纠纷和争议，不会构成国有资产的重大

流失，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⑥中欧基金 

公司转让中欧基金 10%的股权涉及国有股权的变动，未履行招拍挂及评估备

案程序。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瑕疵补救措施和解决情形如下： 

2013 年 6 月 8 日，中科华出具《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该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科华评报字[2013]第 148 号），根据

该评估报告，以 2013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中欧基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8,046.89 万元。 

2014 年 3 月 11 日，中欧基金董事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定期会议，通

过《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持股方案》，同意国都证券和北京百骏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下降至 20%，并修改公司章程。 

2014 年 3 月 20 日，国都有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转让所

持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以每股 1.5 元的价格转让所持

有的 10%的中欧基金股权用于中欧基金员工持股计划，其中国都有限第一大国有

股东中诚信托委派的 2 名董事均参加了会议，并投了赞成票。 

2014 年 4 月，中欧基金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通过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进行相应股权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决议》，批准国都证券和北京百骏



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将各自持有中欧基金 10%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窦玉明、刘建平、

周蔚文、许欣和陆文俊等 5 名核心员工，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4 年 4 月 8 日，国都有限、北京百骏投资有限公司与窦玉明、刘建平、

周蔚文、许欣和陆文俊等 5 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同时，中欧基金此次股权变动亦得到了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国家商务部批准，

并在工商局进行了备案。 

依据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3 年度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监督检查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金[2014]8 号）、《关于做好 2014 年度金融类企业国有

资产产权登记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金〔2015〕29 号）、《关于做

好 2015 年度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

金[2016]52 号）中“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应对集团（或控股公司）本级和下属各级

子公司年度发生的产权变动及其申办情况进行清查”的规定，国都证券及其下属

子公司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分别完成了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监督检查登记表》的申报工作，作为国有证券的参股

公司，中欧基金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相关信息相应体现在国都证券 2013 年度、

2014 年度、2015 年度国有产权登记的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的变化当中，并已取得

财政部关于上述各年度监督检查的盖章审定，间接认可了国都证券转让持有中欧

基金 10%的股权的行为。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中欧基金本次股权转让因涉及到国有资产转让，未履

行招拍挂及评估备案的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但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47 号）第 30 条规定，中欧基金涉及国有股权变

动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手续的情况不会导致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的无效。同时，

本次转让已进行评估且依据评估值确定价格，且国都证券和中欧基金履行了内部

决策程序及外部审批、备案程序，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相关信息已分别体现在国

都证券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监督检查登记表》

中，并取得财政部关于上述各年度国有产权登记证的监督检查盖章审定，间接认

可了国都证券转让持有中欧基金 10%的股权的行为，该等股权转让不会构成国有

资产的重大流失，不存在纠纷和争议。因此，本次股权转让行为的瑕疵不会对本



次挂牌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3）分析过程 

详见“核查事实概述”。 

（4）核查结论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国都证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历史上存在涉及国有

股权的变动未履行评估、备案以及招拍挂程序的情形，但前述瑕疵不构成该股权

转让或增资行为的无效；同时，相关交易价格参照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或者评

估结果确定，不会构成国有股权的重大流失；且发生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公司履行

了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审批程序，不存在纠纷和争议的情形；后续国都证券、国

都期货、国都香港、中诚资本等均办理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未对该等瑕疵问题提出异议或作出处罚。由此，该等瑕疵不会对本次挂牌构

成实质法律障碍。 

（5）补充披露情况 

详见前述“公司补充披露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件一：国都证券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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