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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股票代码：200168，股票简称：舜喆B）将于2017年8月24日开市起复牌。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周三）14：00-15：00通过全景网

提供的服务平台（http://rs.p5w.net）召开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提示性公告》（编号：

2017-067）。2017年8月23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和独立财务顾问

负责人参加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投资者提问：黄金珠宝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吧？请问贵公司出于何种考虑要出售它？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黄金珠宝是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85%以上。公司主要

出于如下原因考虑出售：（1）行业方面：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黄金珠宝行业进入"冬季"，国内经济低迷

致使黄金首饰销售量大幅下滑，导致黄金消费量大幅下滑，黄金价格的走势表现相对低位且较为平缓，企

业毛利率受此影响降幅较大，从而进一步影响了黄金饰品类商品的销售。国内黄金类产品批发销售行业于

2011-2013年期间主要的营销模式之一是通过发展各地加盟店的数量及规模，从而促进销售渠道的扩宽和

销售量的增长。但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发展，从2014年开始，除了资金因素外，该行业几乎已不存在其他入门

门槛；市场上黄金类产品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各地加盟店数量及其库存的增长量远超过了各地对黄金类商

品的需求增长量，形成了相对供过于求的状况。传统经营结构、产品组合模式等正在遇到巨大挑战，消费者

对于品牌、品质、个性、设计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黄金珠宝行业正经历着转型的机遇。（2）鉴于公司

已经终止筹划重大事项，加之公司与中金一品的其他股东对中金一品未来发展出现分歧，且中金一品其他

股东未对中金一品的未来业绩进行承诺。（3） 公司设立了上海云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的互联网服装

销售业务，公司决定将出售中金一品的股权转让款投入到上海云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将互联网服装销

售业务作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基于上述3个方面的考虑，公司拟退出黄金珠宝行业。非常感谢您

对公司的关注！

2、投资者提问：你好，公司筹划重大无先例事项，是指结合重大资产重组转A股吗？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鉴于筹划的无先例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政策尚未明确，公司及相关方需要

进一步落实相关事宜。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投资者提问：请问公司停牌这么久，股票复牌后会不会下跌？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您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其他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公司非常

关注和重视的一个问题。公司股票2015年4月3日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开始停牌，2015年5月21日因尚在筹划

"其他重大事项"而继续停牌，2017年3月22日因终止重大事项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而停牌至今。那么在这个

时间段内，深圳B股指数（交易系统代码：399108）的变化是怎么的呢?2015年4月2日收盘价为1167.54，而

2017年8月22日的收盘价为1164.16。当然，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非常非常多，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经营业绩、

投资者对公司未来预期、政策形势、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投资者心理预期，正因为影响因素太多，以至于

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尤金.法玛和市场泡沫论的罗伯特.希勒。因此，对于

公司股票复牌后的走势，我们无法判断，但公司将一如既往的推进公司发展计划，努力提升公司的经营业

绩和规模，努力回报广大投资者。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4、投资者提问：公司股票到底什么时候复牌，我们都等了2年多了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其他投资者非常关心的。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披露本

次说明召开情况，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复牌事宜， 公司股票将于本次说明召开情况披露当日复

牌。届时，公司将披露《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敬请您留

意公司公告。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5、投资者提问：作为股民，关心的是终止重组的原因，请给广大股民一个交代！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公司和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在推进过程中，各方就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等事项进行了多次论证。鉴于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较筹划之

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继续推进重大重组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经过公司充分论证，并与相关各方充

分沟通后，认为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尚不成熟，为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及交易各方利益，经交易各

方审慎研究和友好协商，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6、投资者提问：本次公司搞B股改革失败，虽然停牌3年，但是我觉得公司管理层尽力了，感谢。请问，是

不是暂停B股改革，大股东优质资产就不会注入上市公司，希望大股东继续扶持上市公司，把公司做大做优

做强。能给个预期吗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你好！公司大股东持有公司约51%的股权，其与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公司筹划重大无先例事项也是期望从源头上解决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问题。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集中资

源大力扶持云朋科技的发展，为实现双主业的目标努力。同时，公司也会继续寻找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项

目，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适度多元化的战略，更好的解决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公司大股

东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公司的发展。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7、投资者提问：你好，当初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有没有转A股的计划？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详细披露，详见公司相关公告。非常感

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8、投资者提问：请问舜喆公司这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定价是否合理？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交易系公司基于战略转型考虑，拟出售所持中金一品股权，快速回笼

资金，集中资源，拓展新业务，经与交易对手协商达成该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价格的依据为公司初始投资中金一品3,000万元，加上中金一品原经营团队承诺的2015年度、

2016年度合计1,500万元净利润中，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765万元，加上中金一品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

31日，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为286.98万元，扣除归属于公司2016年年度分红668.07万元，最终确定的交易价

格为3,383.91万元。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出具的《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深圳中金一品珠宝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7】第3-0057号）显示，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法对中金一

品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12月31日。其中，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结论为：截至2016

年12月31日，中金一品评估值总资产为9,820.01万元，负债2,931.08万元，净资产6,888.93万元。与经审计后的

账面值比较，总资产评估减值66.56万元，减值率0.67%，净资产评估减值66.56万元，减值率0.96%；采用收益

法得出的结论为：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金一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7,582.49万元，评估值较账

面净资产增值627.00万元，增值率9.01%。中金一品主要从事黄金珠宝销售业务，与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较

小，经营业绩主要依赖经营团队，相对资产基础法，采用收益法更能体现该公司的价值。

根据本次交易价格，公司投资中金一品共获得收益1,051.98万元，投资约两年回报率达35.07%。该交易

价格比评估参考价值低102.07万元，交易折价率约2.93%。因该交易价格与交易参考价格差异较小，且公司

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故本次作价相对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这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定价是合理的。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9、投资者提问：承诺4.1元增持是否生效？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于2015年7月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

在公司股票复牌后6个月内，在特定条件下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若公司股票复牌后触发增持承诺，则该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择机履行增持义务。除此之外，公司目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非

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0、投资者提问：你好，丁董，请问什么时间复牌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其他投资者非常关心的。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披露本

次说明召开情况，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复牌事宜， 公司股票将于本次说明召开情况披露当日复

牌。届时，公司将披露《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敬请您留

意公司公告。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1、投资者提问：舜喆公司后续还会继续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吗？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会根据运营情况及战略规划审

慎决策，今后仍将积极关注行业发展的机会，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使用各种手段进行行业整合，

力争给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效益和回报。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2、投资者提问：为什么贵公司可以停牌这么久？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投资者非常困惑的。下面我做个简单的解答。公司股票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于2015年4月3日开始停牌。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重组工作，于2015年5月21日披露

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公告。在披露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公

告的同时，公司披露除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外，尚筹划"其他重大事项"。公司筹划的

"其他重大事项"属于无先例的重大事项。2017年3月22日，公司鉴于筹划的无先例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政策

尚未明确，公司及相关方需要进一步落实相关事宜。因此，公司决定终止筹划重大事项。在终止筹划重大事

项的同时，公司正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故3月22日开始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3、投资者提问：公司今年中报什么时候出来？业绩如何？中报会不会在复牌前披露？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预约于2017年8月29日披

露公司2017年半年报，根据目前半年报的编制进度，公司应该不会变更披露日期。公司在2017年7月上旬对

2017半年度的经营情况进行了业绩预告，具体经营业绩以2017年半年报披露的为准。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注！

14、投资者提问：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经营情况如何？会不会退市？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公司的业务包括黄金珠宝销售、服装电商、贵金属

（镍）贸易和房屋租赁。黄金珠宝业务为公司的主要业务，由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中金一品负责运营。中金一

品是一家专业从事黄金珠宝品牌运营的企业，其主营范围包括：黄金、白银、钻石镶嵌、玉石、彩宝等制品的

综合开发、设计、推广、销售等。商业模式为以"中金一品"品牌为依托，大力发展"+互联网"模式，通过设立天

猫旗舰店、手机APP终端、微商平台等渠道，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推出采取新型工艺的系列特色商品，实现"

线上+线下"多渠道营销。 目前公司已经与中金一品的其他股东就中金一品的未来发展战略和规划达成一

致，保证了中金一品未来运营的稳定。

服装电商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云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开展， 是公司未来寄予厚望的新利

润增长点。云朋科技主要为中国服饰提供线上销售服务。中国服饰（股票代码：01146）是一家在香港主板

上市的，在中国从事服装设计、生产及营销的红筹架构的上市公司。中国服饰目前经营多个国际知名的品

牌，主要向中高收入阶层消费者提供各种系列的男士服装，包括绅士休闲，户外休闲，休闲服及配饰。中国

服饰的主要品牌包括：Jeep，Santa� Barbara� Polo� &� Racquet� Club（圣大保罗），London� Fog（伦敦雾），MCS

（万宝路），ZOO� YORK（佐约克），Greg� Norman（格雷格 诺曼），LINCS（林格仕），Barbour（巴伯尔），

Henry� Cotton's（亨利卡顿），Marina� Yachting（玛瑞纳游艇），Outlets（奥特莱斯），Hallmark（贺曼）等。中

国服饰截至2016年12月31日在全国拥有自营零售店614家， 经营零售店453家， 共计1067家门店。2015年、

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0.13亿元、9.02亿元，毛利率分别为65.71%，62.91%。

云朋科技为中国服饰旗下品牌服装提供线上服务，有利于双方业务的发展。云朋科技将利用天猫、京

东等销售平台，采用网店代运营、品牌服装互联网销售代理、互联网直营等方式推广品牌服装销售。云朋科

技将应用互联网技术，大力拓展品牌服装线上销售业务，努力发展成为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互联网品牌服

装的新型销售平台，促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云朋科技目前已经完成开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商务谈判、人员组建、签署授权协议（包括JEEP、圣大保罗、London� Fog（伦敦雾）、Maxim's（马克西姆）、

LINCS（林格仕）、MCS（万宝路）、ZOO� YORK（佐约克）等）代理协议、代运营协议、向平台申请设立网

店和业务布局等。云朋科技业务模式分为自营、代理和代运营，在现有的3种模式下，已经新设、代运营网店

21家。

未来公司将努力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回报股东。

公司目前尚未出现涉及退市标准的事项。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5、投资者提问：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对未来的经营有什么规划吗？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你好！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集中资源扶持云朋科

技的发展，将公司的业务由目前的黄金珠宝为主、服装电商为辅的现状，调整为黄金珠宝和服装电商为双

主业的模式，以期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公司将采取灵活的方式，继续寻找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项

目，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更好的解决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6、投资者提问：你好！请问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有什么影响，会影响公司业绩吗？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的是出售控股子公司的股权，该方案终止，对于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不会带来重大影响，上市公司各项业务仍有序开展！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7、投资者提问：公司对于即将的复牌有没有利好？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和董、监、高对于维护股

价有什么举措？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于2015年7月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

在公司股票复牌后6个月内，在特定条件下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若公司股票复牌后触发增持承诺，则该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择机履行增持义务。除此之外，公司目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非

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200168，股票简称：舜喆B）将于2017年8月24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

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787� � �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2017-076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要求，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

计票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7年8月23日（周三）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下午15:00至2017年8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桃乌公路东侧194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

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炳兴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44,034,09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5.283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郑

建江律师、卢剑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4人，代表股份44,034,09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2832%。

3、网络投票情况：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

份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9%。

5、出席董事：李炳兴先生、张辛易先生。

6、出席监事：王芳女士。

7、列席会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李炳兴先生、张辛易先生、邵娜女士。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44,034,0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44,034,0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郑建江律师、卢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3日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下称"《股东大会规

则》"）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受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或"会议"）。

本所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

一、召集、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

了会议通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

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

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会议的召集和通知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上午9:30-11:30及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15:00至2017年8月23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017年8月23日下午14:30，本次股东大会如期在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桃乌公路东侧194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举行。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人员

1.�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4人，所持股份总数44,034,098股，所持股份总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283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

他股东）1人，所持股份总数40,000股，所持股份总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9%，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或委托代理人代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4人，所持股份总数44,034,098股，所持股份

总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2832%。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0人，所持股份总数0股，所持股份总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律师。

（二）召集人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依法进行了表决，并当场清点投票结果，公司按照《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4,034,0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4,034,0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经办律师：

赖继红郑建江

卢 剑

时间：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653�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2017-40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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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18日，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申

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7】2125号）（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提出

的问题进行回复，并对《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简

称 “草案” ）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现回复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回复中简称与草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问题1及回复

问题：

草案披露，拟购买资产申华晨宝资产负债表显示，2017年3月31日所有者权益合计102,863,818.69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9,651,466.52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仅占所有者权益合计数9.38%。请补充

披露拟购买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所有者权益相差较大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申华晨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所有者权益相差较大原因分析

截至2017年3月31日， 申华晨宝净资产余额为102,863,818.69元，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余额为93,212,352.17

元，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余额仅为9,651,466.52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仅占所有者权益合计数

9.38%。下面将从所有者权益内部构成按照持股比例计算母公司和少数股东应享有的权益和期末账面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按照持股比例计算母公司应享有的所有者权益的差额两方面予以解释。原因分析如下：

1、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少数股东权益为93,212,352.1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34,566,640.57元，见

股权结构表，少数股东权益超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58,645,711.60元。

股权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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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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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属于

少数股东

部分

留存收益

中归属于

母公司部

分

留存收益

中归属于

少数股东

部分

按持股比

例计算少

数股东权

益

按持股比

例计算归

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

权益

备注

申华晨

宝

100 0

83,000,

000.00

38,011,

957.93

-18,578,

814.46

102,433,

143.47

83,000,

000.00

--

-18,578,

814.46

-- --

64,421,

185.54

合肥宝

利丰

55 45

44,000,

000.00

--

21,510,

756.35

65,510,

756.35

--

19,800,

000.00

11,830,

915.99

9,679,

840.36

29,479,

840.36

11,830,

915.99

合肥二

手车

55 45

10,000,

000.00

--

5,463,

724.38

15,463,

724.38

-- --

3,005,

048.41

2,458,

675.97

2,458,

675.97

3,005,

048.41

合肥

宝利

丰全

资子

公司

宣城宝

利丰

55 45

20,000,

000.00

--

-12,172,

163.64

7,827,

836.36

-- --

-6,694,

690.00

-5,477,

473.64

-5,477,

473.64

-6,694,

690.00

合肥

宝利

丰全

资子

公司

芜湖宝

利盛

55 45

36,000,

000.00

--

-4,511,

918.06

31,488,

081.94

--

16,200,

000.00

-2,481,

554.93

-2,030,

363.13

14,169,

636.87

-2,481,

554.93

蚌埠宝

利丰

55 45

20,000,

000.00

--

-23,353,

218.27

-3,353,

218.27

-- --

-12,844,

270.05

-10,508,

948.22

-10,508,

948.22

-12,844,

270.05

芜湖

宝利

盛全

资子

公司

南京宝

利丰

51 49

30,000,

000.00

--

261,

536.36

30,261,

536.36

--

14,700,

000.00

133,

383.54

128,

152.82

14,828,

152.82

133,

383.54

宜兴宝

利丰

85 15

25,000,

000.00

--

10,866,

369.05

35,866,

369.05

--

3,750,

000.00

9,236,

413.69

1,629,

955.36

5,379,

955.36

9,236,

413.69

宜兴汽

服

85 15

10,000,

000.00

--

-13,682,

604.17

-3,682,

604.17

-- --

-11,630,

213.54

-2,052,

390.63

-2,052,

390.63

-11,630,

213.54

宜兴

宝利

丰全

资子

公司

慈溪宝

利丰

100 0

30,000,

000.00

--

-23,234,

328.07

6,765,

671.93

-- --

-23,234,

328.07

-- --

-23,234,

328.07

东阳宝

利丰

51 49

30,000,

000.00

--

-19,660,

884.14

10,339,

115.86

--

14,700,

000.00

-10,027,

050.91

-9,633,

833.23

5,066,

166.77

-10,027,

050.91

重庆宝

盛

51 49

15,000,

000.00

--

86,230,

543.16

101,230,

543.16

--

7,350,

000.00

43,977,

577.01

42,252,

966.15

49,602,

966.15

43,977,

577.01

宿州融

申

51 49

15,000,

000.00

--

-17,933,

417.94

-2,933,

417.94

--

7,350,

000.00

-9,146,

043.15

-8,787,

374.79

-1,437,

374.79

-9,146,

043.15

马鞍山

新宝融

51 49

13,000,

000.00

--

-21,768,

350.31

-8,768,

350.31

--

6,370,

000.00

-11,101,

858.66

-10,666,

491.65

-4,296,

491.65

-11,101,

858.66

淮北融

申

51 49

13,000,

000.00

--

-20,216,

408.12

-7,216,

408.12

--

6,370,

000.00

-10,310,

368.14

-9,906,

039.98

-3,536,

039.98

-10,310,

368.14

淮北晨

沃

55 45

3,000,

000.00

--

-1,031,

829.38

1,968,

170.62

-- --

-567,

506.16

-464,

323.22

-464,

323.22

-567,

506.16

合肥

宝利

丰全

资子

公司

合计

397,000,

000.00

38,011,

957.93

-51,811,

007.26

383,200,

950.67

83,000,

000.00

96,590,

000.00

-48,433,

359.43

-3,377,

647.83

93,212,

352.17

34,566,

640.57

现从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各自应享有金额三个方面分别对少数股东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予以说明：

（1）实收资本方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实收资本部分为83,000,000.00元，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

的实收资本部分为96,590,000.00元，少数股东部分超过母公司部分13,590,000.00元。合并报表的编制过程中

下属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实收资本与母公司单体账面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抵消， 母公司申华晨宝的

实收资本即是归属于母公司的实收资本，由于母公司投资金额除了源于股东外还源于债权人，使得母公司实

收资本金额低于对子公司的投资金额，归属于母公司实收资本部分为83,000,000.00元；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实收资本部分在合并过程中会从各子公司的“实收资本” 科目转入合并报表的“少数股东权益” 科目，归属

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实收资本部分为96,590,000.00元，超过归属于母公司实收资本13,590,000.00元；

（2）资本公积方面，申华晨宝资本公积金额38,011,957.93元，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予以调整减少38,

011,957.93元，调整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部分为0元，使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少数股东权益未

拉开差距，调整明细见下表：

资本公积调整表

A B C=A-B

子公司名称（只列示与资本公

积发生影响的公司）

同一控制合并对价

享有

金额

抵消金额 抵消事由

合肥宝利丰 31,185,787.35 24,200,000.00 6,985,787.35 同一控制下合并

芜湖宝利盛 18,559,363.87 19,800,000.00 -1,240,636.13 同一控制下合并

重庆宝盛 41,082,043.65 7,650,000.00 33,432,043.65 同一控制下合并

淮北融申 6,057,367.06 6,630,000.00 -572,632.94 同一控制下合并

宜兴宝利丰 -- -- -954,745.00 详见二、2

慈溪宝利丰 -- -- 362,141.00 详见二、2

合计 -- -- 38,011,957.93

（3）留存收益方面，各家公司盈亏状况和母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分布情况导致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归

属于母公司的留存收益为-48,433,359.43元，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留存收益为-3,377,647.83元，见股权结构

表，少数股东权益超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5,055,711.60元。从少数股东持股家数来看，16家子公司中有

12家存在少数股权；从盈亏在各子公司分布以及少数股东持股比例来看，盈利较好的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比

例较高，亏损严重的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甚至未持股，造成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部分反而

超过母公司。从股权结构表来看，16家公司中除了申华晨宝、慈溪宝利丰、宜兴宝利丰、宜兴汽服外，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为49%、45%的各为6家，共12家，其中盈利最好的两家公司重庆宝盛、合肥宝利丰，留存收益分别为

86,230,543.16元、21,510,756.35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43,977,577.01元、11,830,915.99元，而少数

股东权益分别为42,252,966.15元、9,679,840.36元，少数股东持股比例高，少数股东权益较高，按照母公司和少

数股东各自持股比例计算的权益相差不大；另外一方面，母公司申华晨宝、全资子公司慈溪宝利丰和母公司

持股85%的宜兴宝利丰、宜兴汽服4家公司中，申华晨宝、慈溪宝利丰累计亏损严重，留存收益分别是-18,578,

814.46元、-23,234,328.07元，全部归属于母公司，宜兴宝利丰、宜兴汽服归属于母公司比例是85%，其中宜兴宝

利丰是盈利的， 期末留存收益10,866,369.05元中， 归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分别是9,236,413.69元和1,629,

955.36元；宜兴汽服期末留存收益-13,682,604.17元中，归属母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分别是-11,630,213.54元和

-2,052,390.63元，母公司持股比例较高的4家公司中3家公司亏损严重，1家公司虽盈利但不突出，使得归属于

母公司留存收益远远低于少数股东享有的留存收益。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留存收益方面少数股东远超过

母公司。

2、 按照各自持股比例计算的少数股东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93,212,352.17元和34,566,

640.57元，少数股东权益账面余额与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有的份额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

9,651,466.52元比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34,566,640.57元低24,915,174.05元，差异明细

见下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与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的差异表

公司名称

母公司持股

比例%

少数股东

持 股 比

例%

按比例计算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金额

与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差

异金额

备注

申华晨宝 100 0 64,421,185.54 59,468,217.47 -4,952,968.07 审计说明1

合肥宝利丰 55 45 11,830,915.99 11,830,915.99 --

合肥二手车 55 45 3,005,048.41 3,005,048.41 --

合肥宝利丰全资子

公司

宣城宝利丰 55 45 -6,694,690.00 -6,694,690.00 --

合肥宝利丰全资子

公司

芜湖宝利盛 55 45 -2,481,554.93 -2,481,554.93 --

蚌埠宝利丰 55 45 -12,844,270.05 -12,844,270.05 --

芜湖宝利盛全资子

公司

南京宝利丰 51 49 133,383.54 133,383.54 --

宜兴宝利丰 85 15 9,236,413.69 -11,863,586.31 -21,100,000.00 审计说明2

宜兴汽服 85 15 -11,630,213.54 -11,630,213.54 --

宜兴宝利丰全资子

公司

慈溪宝利丰 100 0 -23,234,328.07 -23,372,187.07 -137,859.00 审计说明2

东阳宝利丰 51 49 -10,027,050.91 -10,027,050.91 --

重庆宝盛 51 49 43,977,577.01 43,977,577.01 --

宿州融申 51 49 -9,146,043.15 -8,665,008.13 481,035.02 审计说明3

马鞍山新宝融 51 49 -11,101,858.66 -10,307,240.66 794,618.00 审计说明3

淮北融申 51 49 -10,310,368.14 -10,310,368.14 --

淮北晨沃 55 45 -567,506.16 -567,506.16 --

合肥宝利丰全资子

公司

合计 34,566,640.57 9,651,466.52 -24,915,174.05

原因为申华晨宝的宝驾延服业务，宜兴宝利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及溢价收购少数股权，慈溪宝利丰溢

价收购少数股权，宿州融申、马鞍山新宝融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引起。

（1）申华晨宝：宝驾延服业务

申华晨宝宝驾延服业务减少留存收益4,952,968.07元，系对母公司申华晨宝进行的调整，使得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减少4,952,968.07元。

宝驾延服业务调整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在保险合同到期之前，由于公司

保险产品“宝驾延服”保险合同的收入金额存在不确定性，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同时基于收入成本配比的

原则，收入的不确定性带来成本的不确定性，因此，该保险合同的收入与成本均不能确认，应计入递延收益。

在上述合同到期时，方能将该合同的收入及成本结转当期损益。调减申华晨宝留存收益4,952,968.07元，见下

表。

宝驾延服调整明细表

分录描述 科目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冲减宝驾延服业务当期提前确认的收入与成本；

及在以前年度冲减，截至本期末服务已完成应相

应冲回的调整

营业收入 24,707,391.65 --

营业成本 -- 24,591,434.87

年初未分配利润 4,837,011.29 --

递延收益 -- 4,952,968.07

（2）宜兴宝利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及溢价收购少数股权、慈溪宝利丰溢价收购少数股权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宜兴宝利丰和慈溪宝利丰分别减少归属于母公司留存收益21,100,000.00元和

137,859.00元。

调整依据：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拥有的子公司股权，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

的长期股权投资与享有子公司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

收益。

宜兴宝利丰差异表

A B C D=A-C

阶段描述 投资成本对价 投资比例 享有金额 应调整金额 调整科目

初始同一控制合并

-51%

11,795,255.00 51% 12,750,000.00 -954,745.00 调整申华晨宝资本公积

收购少数股东股权

-34%

29,600,000.00 34% 8,500,000.00 21,100,000.00

资本公积已冲减至0， 全额

调整留存收益

慈溪宝利丰差异表

A B C D=A-C

阶段描述 投资成本对价 投资比例 享有金额 应调整金额 调整科目

初始投资-51% 15,300,000.00 51% 15,300,000.00 --

其中362,141.00元调整申华

晨宝资本公积，此次调整后，

资本公积冲减至0；@剩余部

分137,859.00元调整留存收

益

第一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

-15%

5,000,000.00 15% 4,500,000.00 500,000.00

第二次收购少数股东股权

-34%

10,200,000.00 34% 10,200,000.00 --

合计 30,500,000.00 100% 30,000,000.00 500,000.00

（3）宿州融申、马鞍山新宝融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由于宿州融申和马鞍山新宝融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来的， 商誉的存在使得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余额超过期末所有者权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金额1,275,653.02元。

准则依据：购买方的合并成本和购买方在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合并成

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合并

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宿州融申与马鞍山新宝融商誉影响分析表

A B C D=B*C E=A-D

公司 投资成本对价

合并日享有可辨认净资

产

收购比例 享有金额 应调整金额（商誉）

宿州融申 7,650,000.00 14,056,794.08 51% 7,168,964.98 481,035.02

马鞍山新宝融 2,805,000.00 3,941,925.49 51% 2,010,382.00 794,618.00

综上所述， 根据母公司和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的各自享有的权益金额分别为34,566,640.57元、93,212,

352.1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低于少数股东权益金额58,645,711.60元，在按比例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34,566,640.57元基础上期末所有者权益调减24,915,174.05元，为9,651,466.52元，上述原因导致期

末所有者权益102,863,818.69元中少数股东权益余额为93,212,352.1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仅为9,

651,466.52元。

（二）中介机构意见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拟购买资产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的拆分分析，拟购买资产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所有者权益相差较大的结果是合理的。

（三）草案补充修改说明

已在草案“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拟购买资产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讨论与分析” 中补充

披露了相关内容。

二、问题2及回复

问题：

草案披露，万隆评估出具的《申华晨宝评估报告》，以2017年3月31日为评估基方日，申华晨宝于2017年3

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9,324.00万元， 较经审计的申华晨宝的净资产账面价值10,243.31万元

增值29,080.69万元，增值率为283.90%。请补充披露计算评估增值率时采用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的科学性

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评估增值率情况

根据本次重组相关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 申华晨宝2017年3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9,

324.00万元， 较经审计的申华晨宝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10,243.31万元增值29,080.69万元， 增值率为

283.90%；较经审计的申华晨宝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965.15万元增值38,358.85万元，增值率

为3974.41%。

根据本次重组的具体情况，计算本次评估增值率，采用申华晨宝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相对科学合理，

主要理由如下：

1、合并报表是一个会计上的概念，对应的是一家以上的法人实体企业，报表所反应的经营成果不对应某

一具体经营单位，而是一个由母公司和若干子公司构成的组合体，这和企业价值评估所对应的企业法人属性

是不一致的。

2、本次评估值所采用的收益法是按照合并口径进行评估计算，但实质上对于合并范围内的公司估值可

以理解为对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评估，二者没有本质差异。

3、评估对象是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对应的也是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并报表口径只是

评估母公司股东权益的一种方式，因此计算增值率采用申华晨宝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是合理的。

（二）中介机构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本次重组的具体情况，计算本次评估增值率，采用申华晨宝母公司净资产账面

价值相对科学合理。

评估师认为：根据本次重组的具体情况，计算本次评估增值率，采用申华晨宝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相

对科学合理。

（三）草案补充修改说明

已在草案“重大事项提示” 之“五、 交易标的的评估和作价情况” 、“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

“一、评估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内容。

三、问题3及回复

问题：

根据草案披露，申华晨宝的下属公司存在因发布违法广告、强制交易、欺诈消费者、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同时，申华晨宝的下属公司也存在经营纠纷导致的民事诉讼。请补充披露申华晨宝

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经营是否合法合规，其内控制度及执行情况是否健全有效，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将如何

规范运营和管理。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申华晨宝合规经营情况

申华晨宝主要从事汽车整车及配件销售、维修、装潢及保险兼业代理服务等业务，拥有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机动车维修业务许可证、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日常经营活动并依法纳税，

已经取得工商、税务、道路运输经营管理等部门出具的守法合规证明文件。

申华晨宝的下属子公司存在尚未了结的民事诉讼，主要是车辆买卖纠纷，属于行业内常见的商业纠纷，

不涉及经营合法性问题。申华晨宝的两家下属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曾经受到罚金超过10万元的行政处罚，事

后进行了相应整改，再未出现类似情形，未对申华晨宝整体经营合法性造成实质影响。申华晨宝及其下属子

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

申华晨宝建立了财务、行政、人事、运营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日常经营活动，内部

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

（二）本次重组后对申华晨宝的运营和管理

本次重组完成后，申华晨宝将会成为申华控股全资子公司，申华控股将会按照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以及

公司内控制度对申华晨宝进行全面管控，保证申华晨宝经营运作规范，符合上市公司要求：

1、改组申华晨宝董事会，申华控股将向申华晨宝及其子公司委派董事和监事，加强对申华晨宝及其子公

司的控制和管理；

2、申华控股将向申华晨宝委派财务总监，并要求申华晨宝及其子公司执行上市公司的财务制度及财务

管理要求；

3、将强化申华晨宝及其子公司的内控制度建设及执行，使其符合上市公司内控制度要求；

4、将要求申华晨宝按照申华控股的要求进行年度经营计划编制、执行及考核；

5、加强对申华晨宝及其子公司在《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广告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之业务

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预防违规经营行为。

（二）中介机构意见

根据尽职调查情况以及申华晨宝相关承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申华晨宝日常经营合法合规、内部控制

不存在重大缺陷；本次重组完成后，申华控股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对申华晨宝进行管控，保证申华晨宝经营运

作规范、符合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要求。

（三）草案补充修改说明

已在草案“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之“十、诉讼、仲裁及处罚情况”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内容。

四、问题4及回复

问题：

草案披露，拟购买资产申华晨宝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汽车销售业务占比最高。请补充披露申华晨宝

汽车经销业务分品牌、分地区的4S店的分布情况。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申华晨宝4S店分布情况

申华晨宝乘用车经销业务4S店（包含二手车店）共计19家，按品牌分布情况如下：宝马15家、广汽丰田2

家、广汽本田1家、沃尔沃1家；按地区分布情况如下：安徽省9家、辽宁省5家、江苏省2家、浙江省2家、重庆市1

家。申华晨宝下属4S店（包含二手车店）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序号 店铺名称 经营品牌 所属地区

1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安徽

2 合肥宝利丰二手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宝马 安徽

3 宣城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安徽

4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安徽

5 蚌埠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安徽

6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江苏

7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江苏

8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浙江

9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浙江

10 重庆宝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重庆

11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辽宁

12 鞍山晨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辽宁

13 盘锦路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辽宁

14 锦州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辽宁

15 葫芦岛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辽宁

16 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 安徽

17 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 安徽

18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 安徽

19 淮北晨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沃尔沃 安徽

注：上述第11-15项为申华晨宝参股的4S店。

（二）中介机构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申华晨宝乘用车经销业务4S店（包含二手车店、参股4S店）共计19家，经营的品牌为

宝马、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和沃尔沃；4S店分布在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重庆市、辽宁省。

（三）草案补充修改说明

已在草案“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之“七、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内

容。

五、问题5及回复

问题：

草案披露，上市公司为东昌汽投提供2.65亿元担保，担保期限至2017年12月28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将不再持有东昌汽投股份。请补充披露公司对上述担保的后续安排。

回复：

（一）公司对2.65亿元担保的后续安排

公司曾与东昌投资、东昌广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现改名为“第六支行” ）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东昌汽投三方股东同意按照各方持股比例对东昌汽投向建设银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银行授信及利息进行担保，其中，公司对东昌汽投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2.652亿元的本金

余额及利息。

公司于2017年8月6日与东昌投资、东昌广告、东昌汽投、葆和汽车、申华晨宝签署的《资产购买及出售协

议》中对于担保事项有明确约定，具体为：“5.1�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申华控股不再为东昌汽投

及其下属公司（申华晨宝及其下属公司除外）提供新增担保，东昌广告、东昌投资、东昌汽投、葆和汽投不再

为申华晨宝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新增担保。” 以及“5.2�各方同意，对于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已存在的申华控

股为东昌汽投及其下属公司（申华晨宝及其下属公司除外）提供的担保，以及东昌广告、东昌投资、东昌汽

投、葆和汽投为申华晨宝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在其对应的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担保期限到期后一律不再

续期并且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根据上述约定，自2017年8月6日《资产购买及出售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对东昌汽投及其子公司不再

提供新增担保，存续担保到期后不再续期且公司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二）草案补充修改说明

已在草案“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之“八、上市公司为东昌汽投提供担保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相

关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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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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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7年8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 ）等相关议案。相关文件已于2017年8月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017年8月18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对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7】2125号， 以下简称 “《问询函》” ）。（详见公司

2017-39号公告）。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已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条落实和

回复，并对草案进行了补充、完善。（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文件）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修订的主要

内容如下（如无特殊说明，本公告中简称与草案（修订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拟购买资产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讨论与分析” 补充披露

了申华晨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所有者权益相差较大的原因分析。

二、在“重大事项提示”之“五、交易标的的评估和作价情况” 、“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一、评

估基本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评估增值率情况、采用申华晨宝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计算增值率的科学性及

合理性相关内容。

三、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之“十、诉讼、仲裁及处罚情况”中补充披露了申华晨宝合规经营

情况及本次重组后对申华晨宝的运营和管理。

四、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之“七、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申华晨宝4S

店分品牌、分地区的分布情况。

五、在“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之“八、上市公司为东昌汽投提供担保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公司

对东昌汽投2.65亿元担保的后续安排。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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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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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8月24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华控股” 或“公司” ）因筹划涉及资产交易的重大事项，经申

请，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5月8日起紧急停牌，并自2017年5月9日起连续停牌。（详见编号：临2017-15号）

2017年5月13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经相关各方论证协商该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15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详见编号：临2017-18号）

2017年6月8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相

关问题仍需进行协调、沟通和确认，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详见

编号：临2017-20号）

2017年7月7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8日起继

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详见编号：临2017-29号）

2017年8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与相关方签署了《资产购买及出

售协议》。本次公司拟向上海东昌汽车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东昌汽投” ）全资子公司上海葆和汽车投资有

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东昌汽投减少申华控股对其认缴出资额所

对应的注册资本从而使申华控股不再持有东昌汽投22.1%股权，交易价格相抵后差额部分由东昌汽投向申华

控股以现金方式补足。（详见编号：临2017-36、37号）

2017年8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等监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公告复牌事宜。

（详见编号：临2017-38号）

2017年8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12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编

号：临2017-39号），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并于

2017年8月23日向上交所提交了《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详

见编号：临2017-40号）。

鉴于上述情况，经向上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8月24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并对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

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3日

2017年 8月 2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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