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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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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天津开发区广场东路20号滨海金融街E2-ABC-4层4006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B座17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8年8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夏幸福、上市公司 指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控股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为华夏幸福控股股东

鼎基资本 指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华夏控股一致行动人

平安资管 指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指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转让 指

华夏控股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平安人寿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夏幸福582,

124,502股股份

本报告书 指

华夏控股就本次权益变动编制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华夏控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住 所 固安县京开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注册资本 105,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0700769064N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对商业、制造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经营期限 1998年7月10日 至 长期

股东名称/姓名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8%

廊坊幸福基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6.5%

廊坊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5%

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B座17层

联系电话 010-59316901

（二）鼎基资本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天津开发区广场东路20号滨海金融街E2-ABC-4层4006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注册资本 5,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71457247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经营期限 2008年1月16日 至 2028年1月15日

股东名称/姓名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1%

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

廊坊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B座17层

联系电话 010-593169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华夏控股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王文学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孟 惊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郭绍增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程 涛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金 亮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胡学文 无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无

常冬娟 无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子伊 无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 阳 无 女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金 婷 无 女 财务总监 中国 北京 无

（二）鼎基资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王文学 无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子伊 无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 阳 无 女 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

华夏控股本次股份转让旨在增强华夏控股与平安人寿、平安资管在相关业务领域的潜在合作，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持续提升上市公司竞争能力与盈利水平，促进上市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意向。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842,893,11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2.37%；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260,768,61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2.67%。信息披露义务人具体持股变动情况

如下：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夏控股 1,822,373,118 61.67% 1,240,248,616 41.97%

鼎基资本 20,520,000 0.69% 20,520,000 0.69%

合 计 1,842,893,118 62.37% 1,260,768,616 42.67%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后，华夏控股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王文学先生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2018年7月10日，华夏控股、平安资管及王文学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约定华夏控股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向平安资管转让582,124,502股上市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70%。

鉴于平安资管作为保险资产的投资管理人，平安资管基于其与平安人寿的委托管理关系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且受

让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平安资管受托管理的平安人寿的保险资金，标的股份的实际受让方为平安人寿，2018年8月10日，华

夏控股、平安资管、王文学及平安人寿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

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协议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乙方（受让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保证方）：王文学

2、股份转让

（1）标的股份

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所持有的华夏幸福582,124,502股股份（无限售流通股，占华夏幸福股份总数的19.7%）。

上述标的股份含标的股份的全部权益，包括与甲方所持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董事提名权、资产

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益。

（2）定价原则与转让价格

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规定的前提下，甲方、乙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将标的股

份的转让价格确定为23.655元/股，转让价款共计13,770,155,095元。

（3）股份转让的价款支付及股份过户的步骤

1）开立资金共管账户、办理10%股票质押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乙方名义在平安银行（以下简称“托管银行” ）开立、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的

账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一” ）；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甲方名义在平安银行开立、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的账户（以下简称“共管账

户二” ）；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10%（295,494,671股）的股份质押予乙方，并在中登公

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登记，乙方应为股份质押手续办理给予甲方必要的配合。

2）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乙方应于共管账户二开立完毕及前述质押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25%（即3,442,538,

773.75元，以下简称“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 ）支付至共管账户二；

甲方应将前述款项专项用于解除已质押股份中必要股数的质押登记以保证标的股份符合过户条件， 并由共管帐户二直

接支付到甲方指定的解押相应帐户，剩余款项按照第（6）项的约定进行支付。

3）交易所合规确认

甲方应于乙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合法性事项的书面申请，

乙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4）第二期、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乙方应于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的合法性出具书面确认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25%（即3,442,

538,773.75元，以下简称“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 ）支付至共管账户二；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50%（即6,885,077,547.5元，以下

简称“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 ）支付至共管账户一。

5）10%已质押给乙方的股份解押及一次性过户

甲乙双方应在乙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的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上述第（1）项中甲方质押予

乙方上市公司295,494,671股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甲方应在前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与乙方

共同向中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6）共管账户二解除共管

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含该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应共同指示托管银行，解除共管账户二的共

管。

7）上市公司董事提名和改选

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含该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两名具备任职资格的

董事候选人；在乙方按时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含该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丙方应当及时提议或/及促

使上市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乙方提名的两名董事候选人成为上市公司董事的议案（以下简称“董

事会改选” ）。

8）共管账户一释放标的股份总价款3%以外的资金

于上市公司董事会改选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应共同指示托管银行，将第三期股份转让款的94%（即标的

股份总价款的47%，共6,471,972,894.65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9）共管账户一释放标的股份总价款3%的资金

乙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含该日）起9个月内，且在上市公司董事会改选完成的前提下，甲方、乙方应

共同指示托管银行，将第三期股份转让款的6%（即标的股份总价款的3%，共413,104,652.85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甲乙双方同意，除上述约定的条件外，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均以甲方、丙方于支付时点未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保

证和承诺事项为前提。若甲方、丙方在支付时点存在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事项的情形，乙方有权延期支付，或

延期指示银行支付相关价款，而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同意，如因乙方未及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或进行董事候选人提名等原因造成上述付款及过户进度拖延，甲方

有权根据本协议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4）股份数量、价格调整机制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完成过户之日止的期间内，若上市公司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增发

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应同时根据交易所除权除息规则作相应调整。

3、关于利润补偿的约定和保证方担保

（1）甲方作为标的股份的转让方，作出如下承诺：

1）以上市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上市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以下简称“利润

补偿期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30%、65%、105%，即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141,505万元、1,448,833万元、1,800,065万元（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实际利润，以上市公司聘请

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值为准）；

2）利润补偿期间，如出现上市公司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本协议本条第（1）项所述上市公司在同一年度的预

测利润的95%，则甲方承诺对乙方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乙方持有股份19.7%

利润补偿期限内，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上述预测利润仅为计算补偿金额之目的，不构成对上市公司未来盈利及股价的预测。

上述补偿款（如有）应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支付。

3）在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丙方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经乙方书面同意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拟减持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4）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丙方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非集中竞价交易的形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不

得低于本次股份转让的每股转让价格（如上市公司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则每股价格

应相应调整）；

5）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丙方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非集中竞价交易的形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在符合法律及相

关规定的前提下，在减持股份的范围内，甲方、丙方应当保证受让方同意按照乙方的持股比例、以同等价格同比例受让乙方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6）因本协议签署之前，甲方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指华夏控股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持有人按照债券发

行时约定的条件以持有的债券换取甲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而导致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减少的情形，不属于上述3）、

4）、5）项约定的减持情形。

（2）丙方自愿、不可撤销的承诺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4、违约责任

（1）如甲方、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质押登记、已质押标的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取得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

让事项所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及完成董事会改选等手续，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其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0.05%的违约金（以下简称“逾期违约金” ）。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满90日因归咎于甲方的原因仍未完成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的；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

存在未披露的重大问题，导致无法实现本协议的合同目的或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再融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

实质条件，即构成甲方、丙方对本协议的根本性违约，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除应承担前述逾期违约金外，还应向乙

方支付乙方已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10%作为违约金。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发出的解除本协议的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及向乙方支付前述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10%的违约金及逾期违约金，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承担

应付但尚未支付款项0.05%的违约金。

（2）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款，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但尚未支付款项0.05%

的违约金；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因归咎于乙方的原因拖延付款达90日以上的，构成乙方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约，以

及要求乙方按应付未付款10%作为违约金。

（3）违约方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

损失。

（4）如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前的尽职调查过程中以及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9个月内，发现甲方、丙方未向乙方

披露的重大问题，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和丙方向乙方支付上市公司相应损失金额乘以乙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9.7%对应的赔偿

金额。

（5）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现金补偿款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但尚未支付款项0.05%的违约金。

5、其他

（1）本协议经甲方、乙方盖章，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的订立、执行、效力及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3）各方同意任何由于本协议签订、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均应通过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该

争议在一方发出要求协商的通知后30日内仍未解决， 发出通知的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

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补充协议当事人

甲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乙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王文学

丁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当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按照以下约定过户至实际受让方即丁方的如下股票账

户：

股票账户名称 股票账户代码 受让股份数（股）

受让股份数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自有

资金

B881273977 147,747,337 5.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分红

一个险分红

B881024514 251,170,470 8.5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万能

一个险万能

B881024548 183,206,695 6.20%

合计 582,124,502 19.70%

3、各方一致同意，丁方拥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权利，知悉并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承诺及

全部义务。

4、因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各方同意，甲方应于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本次股

份转让合法性事项的书面申请，乙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除该条修订之外，各方仍应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

履行后续的各项义务，且各方同意不会以补充协议所涉的调整事宜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或相关权利。

5、因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导致的任何税费增加（如有），由乙方、丁方连带承担。

6、补充协议经甲方、乙方及丁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7、《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三、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华夏幸福股份存在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股）

占持有股份的比

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华夏控股 1,822,373,118 61.67% 1,212,764,671 66.55% 41.04%

鼎基资本 20,520,000 0.69% - - -

合 计 1,842,893,118 62.37% 1,212,764,671 66.55% 41.04%

华夏控股已收到平安资管支付的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并已用于解除已质押股份中必要股数的质押登记，以保证标的股份符

合过户条件。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在本报告书中披露的以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其他特殊条件、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华夏控股

与平安资管、平安人寿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达成其他安排、亦未对华夏控股在华夏幸福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

排。

五、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以及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华夏幸福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

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

4、《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置备地点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联系电话：010-56982988

传真：010-56982989

联系人：林成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文学

2018年8月10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

股票简称 华夏幸福 股票代码 600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河北、天津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上海A股

持股数量： 1,842,893,118股

持股比例： 62.3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 上海A股

变动数量： 582�,124,502股

变动比例： 19.7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文学

2018年8月10日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修订稿）

上市公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夏幸福

股票代码：600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29-31楼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29-31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4、15、16、41、44、45、46层

通讯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333号平安金融大厦32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夏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夏幸福基业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变化是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条款执行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经各方适当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待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完成股份过户手续后方能生效。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人寿实际受让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持有的华夏幸福582,124,502股股份，占华夏幸福

股份总数的19.7%；本次受让以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资管受托管理资金共持有5,243,001股股份，

本次受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资管受托管理资金共持有华夏幸福587,367,503� 股股份，占华夏幸

福股份总数的19.88%，成为持有华夏幸福总股本5%以上的股东。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华夏幸福、上市公司 指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资管 指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指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华夏幸福控股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保证方 指 王文学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华夏幸

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582,124,502股股份转让给平安资管受托管

理的平安人寿保险资产的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王文学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签署的《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

《补充协议》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王文学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签署的

《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29-31楼

法定代表人 万放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3446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5年5月27日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5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27日

控股股东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29-31楼

联系电话 95511（4008866338）

本次协议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平安资管受托管理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资金。

（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4、15、16、41、44、45、46层

法定代表人 丁新民

注册资本 3,3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30739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12月17日

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

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

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

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2年12月17日至-

控股股东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333号平安金融大厦32楼

联系电话 9551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万放 420111196407******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孙建一 420102195302******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3 任汇川 610102196910******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陈心颖 K00****** 董事 新加坡 中国 是

5 姚波 P89******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 是

6 蔡方方 440105197401******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7 姚军 330902196601*****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8 陈德贤 D24*****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 是

9 童恺 K70*****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 是

10 张智淳 610103197603******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1 高鹏 652401197702******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2 余文杰 330106196701******

副总经理、首席

风险执行官、董

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 否

13 周传根 110108196510******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14 罗水权 310112197512******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15 张剑颖 310110197608******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 否

16 谢辉 210521198006******

合规负责人、法

律合规部副总经

理

中国 中国 否

17 向雅洁 500101198407****** 审计责任人 中国 中国 否

（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公司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地区居留

权

1 丁新民 440301196203****** 董事长兼CEO 中国 中国 否

2 余宏 510213196810******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3 赵福俊 210202196604******

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

中国 中国 否

4 孙建一 420102195302******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任汇川 610102196910******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李源祥 E29****** 董事 新加坡 中国 是

7 陈心颖 E44****** 董事 新加坡 中国 是

8 姚波 H0476******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 是

9 蔡方方 440105197401******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0 陈德贤 D24*****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 是

11 姚军 330902196601******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2 高佐 370204196503******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3 庄严 430104197402******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平安资管受托投资管理的资金在境内、境外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比

000538 云南白药 97,879,566 9.40%

0005.HK 汇丰控股 1,259,599,813 6.22%

002777 久远银海 10,054,720 5.83%

002584 西陇科学 30,625,027 5.23%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平安人寿在境内、境外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比

2007.HK 碧桂园 1,797,751,000 8.29%

4540.T

TSUMURA�&�CO.�（株式会社

津村）

7,675,900 10.00%

0884.HK 旭辉控股 744,734,000 9.59%

600315 上海家化 340,116,990 50.63%

000538 云南白药 97,879,566 9.40%

002777 久远银海 10,054,720 5.83%

0570.HK 中国中药 604,296,222 12.00%

GDS.O 万国数据 63,369,856 6.29%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通过协议转让受让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持有的华夏幸福股份， 主要基于看好上市公司未来

长期发展潜力，以获得上市公司稳定的股息分红，分享长期价值投资收益。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至协议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资管受托管理资金合计持有华夏幸福5,243,001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18%。本次权益变动后，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资管受托管理资金将合计持有587,367,503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8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一）股份转让协议

2018年7月10日，平安资管与华夏幸福控股、王文学共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乙方（受让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保证方）：王文学

2、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和价格

（1）标的股份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为转让方华夏幸福控股持有的上市公司582,124,502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70%。

上述标的股份含标的股份的全部权益，包括与甲方所持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董事提名权、资产

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益。

（2）定价原则及转让价格

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的规定的前提下，甲方、乙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将标的

股份的转让价格确定为23.655元/股，转让价款共计13,770,155,095元。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完成过户之日止的期间内，若上市公司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增发

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应同时根据交易所除权除息规则作相应调整。

3、股份转让的价款支付及股份过户的步骤

（1）开立资金共管账户、办理10%股票质押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乙方名义在平安银行（以下简称“托管银行” ）开立的、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

的账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一” ）；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甲方名义在平安银行开立的、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的账户（以下简称“共管

账户二” ）；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10%（295,494,671股）的股份质押予乙方，并在中登公

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登记，乙方应为股份质押手续办理给予甲方必要的配合。

（2）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乙方应于共管账户二开立完毕及前述质押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25%（即3,442,538,

773.75元，以下简称“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 ）支付至共管账户二；

甲方应将前述款项专项用于解除已质押股份中必要股数的质押登记以保证标的股份符合过户条件， 并由共管帐户二直

接支付到甲方指定的解押相应帐户，剩余款项按照第（6）项的约定进行支付。

（3）交易所合规确认

甲方应于乙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合法性事项的书面申请，

乙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4）第二期、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乙方应于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的合法性出具书面确认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25%（即3,442,

538,773.75元，以下简称“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 ）支付至共管账户二；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50%（即6,885,077,547.5元，以下

简称“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 ）支付至共管账户一。

（5）10%已质押给乙方的股份解押及一次性过户

甲乙双方应在乙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的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上述第（1）项中甲方质押予

乙方上市公司295,494,671股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甲方应在前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与乙方

共同向中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6）共管账户二解除共管

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含该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应共同指示托管银行，解除共管账户二的共

管。

（7）上市公司董事提名和改选

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含该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两名具备任职资格的

董事候选人；在乙方按时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含该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丙方应当及时提议或/及促

使上市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乙方提名的两名董事候选人成为上市公司董事的议案（以下简称“董

事会改选” ）。

（8）共管账户一释放标的股份总价款3%以外的资金

于上市公司董事会改选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应共同指示托管银行，将第三期股份转让款的94%（即标的

股份总价款的47%，共6,471,972,894.65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9）共管账户一释放标的股份总价款3%的资金

乙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含该日）起9个月内，且在上市公司董事会改选完成的前提下，甲方、乙方应

共同指示托管银行，将第三期股份转让款的6%（即标的股份总价款的3%，共413,104,652.85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甲乙双方同意，除上述约定的条件外，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均以甲方、丙方于支付时点未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保

证和承诺事项为前提。若甲方、丙方在支付时点存在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事项的情形，乙方有权延期支付，或

延期指示银行支付相关价款，而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同意，如因乙方未及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或进行董事候选人提名等原因造成上述付款及过户进度拖延，甲方

有权根据本协议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4、关于利润补偿的约定和保证方担保

（1）甲方作为标的股份的转让方，作出如下承诺：

以上市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上市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以下简称“利润补

偿期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30%、65%、105%，即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141,505万元、1,448,833万元、1,800,065万元（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实际利润，以上市公司聘请

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值为准）；

利润补偿期间， 如出现上市公司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本协议前款所述上市公司在同一年度的预测利润的

95%，则甲方承诺对乙方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乙方持有股份19.7%

利润补偿期限内，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上述预测利润仅为计算补偿金额之目的，不构成对上市公司未来盈利及股价的预测。

上述补偿款（如有）应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支付。

（2）在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丙方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经乙方书面同意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拟减持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3）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丙方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非集中竞价交易的形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

不得低于本次股份转让的每股转让价格（如上市公司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则每股价

格应相应调整）；

（4）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丙方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非集中竞价交易的形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在符合法律及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在减持股份的范围内，甲方、丙方应当保证股份受让方同意按照乙方的持股比例、以同等价格同比例受让

乙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5）因本协议签署之前，甲方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指华夏控股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持有人按照债券发

行时约定的条件以持有的债券换取甲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而导致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减少的情形， 不属于上述

（2）、（3）、（4）项约定的减持情形。

丙方自愿、不可撤销的承诺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5、违约责任

（1）如甲方、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质押登记、已质押标的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取得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

让事项所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及完成董事会改选等手续，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其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0.05％的违约金（以下简称“逾期违约金” ）。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满90日因归咎于甲方的原因仍未完成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的；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

存在未披露的重大问题，导致无法实现本协议的合同目的或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再融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

实质条件，即构成甲方、丙方对本协议的根本性违约，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除应承担前述逾期违约金外，还应向乙

方支付乙方已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10％作为违约金。 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发出的解除本协议的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及向乙方支付前述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10％的违约金及逾期违约金，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承

担应付但尚未支付款项0.05%的违约金。

（2）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款，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但尚未支付款项0.05％

的违约金；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因归咎于乙方的原因拖延付款达90日以上的，构成乙方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约，以

及要求乙方按应付未付款10％作为违约金。

（3）违约方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

损失。

（4）如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前的尽职调查过程中以及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9个月内，发现甲方、丙方未向乙方

披露的重大问题，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和丙方向乙方支付上市公司相应损失金额乘以乙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9.7%对应的赔偿

金额。

（5）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现金补偿款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但尚未支付款项0.05％的违约金。

6、其他

（1）本协议经甲方、乙方盖章，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的订立、执行、效力及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3）各方同意任何由于本协议签订、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均应通过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该

争议在一方发出要求协商的通知后30日内仍未解决， 发出通知的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

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

（二）补充协议

鉴于平安资管作为平安人寿相关保险资产的投资管理人，平安资管基于其与平安人寿的委托管理关系而签署上述《股份

转让协议》，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平安资管受托管理的平安人寿的保险资金，因此标的股份的实际受让方为平安人寿。

2018年8月10日，华夏幸福控股、王文学与平安资管、平安人寿共同签署《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补充协议当事人

甲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乙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王文学

丁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各方一致同意，华夏幸福控股应当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按照以下约定过户至实际受让方即平安人寿的

如下股票账户：

股票账户名称 股票账户代码 受让股份数（股）

受让股份数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比例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

自有资金

B881273977 147,747,337 5.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

分红一个险分红

B881024514 251,170,470 8.5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

万能一个险万能

B881024548 183,206,695 6.20%

合计 582,124,502 19.70%

3、各方一致同意，平安人寿享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平安资管的全部权利，知悉并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平安资管

的全部承诺及全部义务。

4、因本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各方同意华夏幸福控股应于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

提交本次股份转让合法性事项的书面申请，平安资管应给予必要的配合。除此之外，各方仍应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及本补充

协议的约定履行后续的各项义务，且各方同意不会以本补充协议所涉的已调整事宜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或相关权利。

5、因本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导致的任何税费增加（如有），由平安资管、平安人寿连带承担。

6、本补充协议经华夏幸福控股、平安资管及平安人寿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王文学签字之

日起生效。

7、《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与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三、本次权益变动标的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标的股份存在部分被质押的情形，根据约定，转让方将在股份过户登记前

办理标的股份的解质押。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华夏幸福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根据法律法规、 上交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转让其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取得的股

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转让方对本次拟转让的华夏幸福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转让方就转让

方在华夏幸福拥有权益的其它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原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内（2018年1月11日至2018年7月1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资管买卖上市公

司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买入数量（股） 买入价格区间（元/股） 卖出数量（股）

卖出价格区间（元/

股）

2018年1月 9,044,943.00 39.12-44.32 8,495,131.00 39.75-44.55

2018年2月 1,362,800.00 34.03-45.92 1,371,343.00 34.2-45.89

2018年3月 357,699.00 32.1-38.34 1,339,699.00 31.21-38.12

2018年4月 2,419,351.00 27.9-33.49 958,281.00 27.92-33.49

2018年5月 164,300.00 27.59-29.57 2,993,548.00 26.98-29.81

2018年6月 548,700.00 26.64-28.97 1,398,222.00 25.22-29.11

2018年7月 491,200.00 23.09-25.15 96,300.00 23.16-24.86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原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内（2018年1月11日至2018年7月1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人寿未直接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除平安资管以外的外部委托管理机构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买入数量（股） 买入价格区间（元/股） 卖出数量（股）

卖出价格区间（元/

股）

2018年1月 2,714,100 34.17-44.08 177,200 33.15-43.76

2018年2月 322,500 36.44-45.53 15,900 38.61-40.68

2018年3月 200,500 34.64-36.99 200 32.05

2018年4月 3,000 32.67 335,481 28.99-33.49

2018年5月 12,300 28.47-29.33 1,498,319 28.55-29.43

2018年6月 7,200 27.73-28.97 1,013,800 27.30-27.68

2018年7月 100 23.6 2,600 24.86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

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万 放

签署日期：2018�年 8�月 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丁新民

签署日期：2018�年 8�月 10�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资管与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王文学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王文学签署的《补充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电话：010-56982988

传真：010-56982989

联系人：林成红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万 放

2018�年 8�月 10�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丁新民

2018�年 8�月 10�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

号

股票简称 华夏幸福 股票代码 600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29-31楼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

融中心14、15、16、41、44、45、46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5,243,001股

持股比例：0.1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582,124,502股

变动比例：19.7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万 放

2018�年 8�月 10�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丁新民

2018�年 8�月 10�日

证券代码：600340����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编号：临2018-174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各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股东权益变动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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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王文学于2018年7月10日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鉴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转让标的股份的实际受让方，2018年8月10日，上述三方及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各方已经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经生效。信息

披露义务人已根据上述协议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后续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 ）、平

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管” ）及王文学于2018年7月10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夏控股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向平安资管转让582,124,502股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9.70%。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

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57）。

鉴于平安资管作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 ）相关保险资产的投资管理人，平安资管基

于其与平安人寿的委托管理关系而签署上述《股份转让协议》，且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平安资管受托管理的平安人寿

的保险资金，标的股份的实际受让方为平安人寿，2018年8月10日，华夏控股、平安资管、王文学及平安人寿签订《股份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约定华夏控股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过户至实际受让方即平安人寿

的股票账户。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标的股份过户至平安人寿股票账户后，平安人寿将成为公司股东。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华夏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基资本” ）、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资管的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夏控股 1,822,373,118 61.67% 1,240,248,616 41.97%

鼎基资本 20,520,000 0.69% 20,520,000 0.69%

小 计 1,842,893,118 62.37% 1,260,768,616 42.67%

平安资管 1,268,905 0.04% 1,268,905 0.04%

平安人寿 3,974,096 0.13% 586,098,598 19.83%

小计 5,243,001 0.18% 587,367,503 19.88%

合 计 1,848,136,119 62.54% 1,848,136,119 62.54%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平安人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4、15、16、41、44、45、46层

法定代表人： 丁新民

注册资本： 3,3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30739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

长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

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2年12月17日至-

控股股东：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补充协议当事人

甲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乙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王文学

丁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当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按照以下约定过户至实际受让方即丁方的如下股票

账户：

股票账户名称 股票账户代码 受让股份数（股）

受让股份数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自有

资金

B881273977 147,747,337 5.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分红

一个险分红

B881024514 251,170,470 8.5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万能

一个险万能

B881024548 183,206,695 6.20%

合计 582,124,502 19.70%

（三）各方一致同意，丁方享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权利，知悉并同意《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承

诺及全部义务。

（四）因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各方同意，甲方应于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本次

股份转让合法性事项的书面申请，乙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除该条修订之外，各方仍应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

定履行后续的各项义务，且各方同意不会以补充协议所涉的调整事宜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或相关权利。

（五）因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的调整导致的任何税费增加（如有），由乙方、丁方连带承担。

（六）补充协议经甲方、乙方及丁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七）《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四、其他及后续事项

1、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各方已经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信息披露

义务人已根据上述协议，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2、本次权益变动后续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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