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本公司自

2018年11月19日起增加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认购代码：512153）的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经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

一致， 自2018年11月19日起暂停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认

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通知。

特别提示：本基金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日期为2018年11月19日至2018年12月14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网址：www.guodu.com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客户服务电话：95536/0755-25822002

网址：www.guosen.com.cn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5、7、8、17、18、19、38-44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客户服务电话:(020)95575

网址：http://www.gf.com.cn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5.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客户服务电话：95310

网址：www.gjzq.com.cn

6.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56711690

网址：www.huianfund.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

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关于旗下基金在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陆金所” ）协商一致，如下基金在陆金所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安宏观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0001

长安沪深300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0101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类：740601；B类：740602

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0496；C类：002071

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281；C类：002072

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2146；C类：002147

长安鑫恒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4897；C类：004898

长安鑫旺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049；C类：005050

长安鑫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186；C类：005187

长安裕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343；C类：005344

长安裕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341；C类：005342

长安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477；C类：005478

长安裕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588；C类：005592

长安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743；C类：005744

一、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陆金所申购（包含定投）上述基金，申购费率、转换补差费率1折优惠，具体

折扣费率以陆金所活动公告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

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陆金所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66-6618

网站：www.lufunds.com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四、重要提示

１、本公告仅对参与陆金所的相关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

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31� � �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18-33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顺发恒业

股票代码：000631

收购人姓名：万向集团公司

收购人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收购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签署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声 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收购报告书“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万向集团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6号一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一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投资者与其他一致行动的他人）在顺发恒

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顺发恒业拥

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指万向集团公司收购万向资源有限公司持有的顺发恒业61.33%的股权，导致万向集

团公司直接控制顺发恒业61.33%股权的行为。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万向集团公司因本次收购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人已经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收购人、万向集团 指 万向集团公司

顺发恒业、上市公司 指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万向资源 指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指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与万向集团公司关于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

万向控股 指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万向三农 指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万向钱潮 指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航民股份 指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天赐材料 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万向集团公司收购万向资源有限公司持有的顺发恒业61.33%的股

权，导致万向集团公司直接控制顺发恒业61.33%股权的行为

本报告书、本收购报告书 指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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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顾问、财通证券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收购人名称：万向集团公司

2、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鲁伟鼎

4、注册资本：45,000.00万元

5、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1934W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

7、经营范围：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

员；从事电力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32年9月23日）。实业投资；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销售；锂离子动力电池、旅游休闲电动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商用车及其

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电动车辆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电池、太阳能产品的研发；电动

车辆、汽车及零部件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服务；国内贸易（含商用车、电池、太阳能产品的

销售，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的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8、经营期限：1990年12月24日至长期

9、税务登记证号码：91330000142911934W

10、股东名称：万向经理人发展责任激励会

11、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12、通讯方式：0571-82832999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权控制关系

万向集团的控股股东为万向经理人发展责任激励会， 鲁冠球先生持有万向经理人发展责任激励会

80%股东权益，为万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鲁冠球先生于2017年10月25日因病逝世，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

署日，实际控制人变更手续尚在办理过程。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的情况

1、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的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主要业务

1 万向钱潮

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万

向路

275,315.9454万元

汽车零部件及相关机电产品的

开发、制造和销售，实业投资开

发，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

技术咨询服务。

汽车零部件、新

能源商用车及

其零部件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2 万向资源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陆家嘴

西路99号15、

16层

60,000.00万元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咨询，

国内贸易，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金银制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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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商品贸易

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的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主要业务

1 万向三农

浙江省杭州

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

60,000万元

实业投资；农、林、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加

工（除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其它无需

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实业投资

2 万向集团

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

45,000万元

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

人员；从事电力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业务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32年9月23日）。 实业投资；机械设备及

零部件制造销售；锂离子动力电池、旅游

休闲电动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商

用车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电动车辆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

电池、太阳能产品的研发；电动车辆、汽车

及零部件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与服务；国内贸易（含商用车、电池、太

阳能产品的销售，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的

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

业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实业投资

等

3 万向控股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陆家嘴

西路 99 号万

向大厦

120,000万元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物业管理，金融专业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以服务外包形式从事银

行等金融机构的后台业务技术服务，财务

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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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业 投

资， 投资

管理

4

上海冠鼎泽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陆家嘴

西路 99 号万

向大厦1-5层

30,000万元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自有房屋的融物租

赁，物业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计算

机网页设计、开发，国内贸易（除专项审

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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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房屋

的融

物租

赁， 物业

管理

5

万向美国公

司

美国芝加哥

50万美元

（投资总

额：2,995万美

元）

汽车零部件的装配、维修与销售。

汽车零部

件 的 装

配、 维修

与销售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万向集团主营实业投资等。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万向集团2015年至2017年的财务会计报表已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万向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末/

2017年度

2016年末/

2016年度

2015年末/

2015年度

总资产 8,865,733.92 8,410,900.47 9,041,616.00

净资产 2,717,765.77 2,548,132.60 2,691,412.72

营业收入 12,625,908.82 11,183,873.34 10,341,336.33

主营业务收入 12,545,242.05 11,111,542.67 10,277,514.26

净利润 205,994.82 360,807.70 260,708.76

净资产收益率[注1] 6.02% 11.90% 7.82%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注2] 69.35% 69.70% 70.23%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2]

注2：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刑事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也没有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五、收购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曾用名 身份证号/护照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鲁伟鼎 无 330121197103******

董事局成员、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管大源 无 330121196312****** 董事局成员 中国 杭州 否

倪 频 无 G5870**** 董事局成员 中国 美国 是

陈 军 无 610103197510****** 董事局成员 中国 杭州 否

傅志芳 无 330121196504****** 财务负责人 中国 杭州 否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权益超过5%的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5%的情

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

称

证券

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1 万向钱潮 000559 275,315.9454

汽车零部件、新能源

商用车及其零部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实际控制人通过万向集团控制万

向钱潮56.50%的股份

2 航民股份 600987 63,531.00 纺织品印染加工业务

实际控制人通过万向集团控制航

民股份7.03%的股份

3 天赐材料 002709 33,966.7541

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

品、锂离子电池材料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实际控制人通过万向集团、 万向

一二三股份公司控制天赐材料

5.8793%的股份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5%的情

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1

万向财务有限

公司

120,000

经营金融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经营，范围详见批准文件）。

万向集团、 万向钱潮分

别持有万向财务有限公

司 66.08% 和 17.83% 股

份， 万向集团持有万向

钱潮56.50%的股份

第三节 收购目的和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为了明晰万向集团各板块的发展战略，万向集团收购万向资源持有的顺发恒业61.33%股权。

按照《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行为需履行收购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监

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

二、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对顺发恒业权益的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万向集团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如

果未来万向集团根据自身业务开展需要减少或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万向集团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年11月16日，万向集团召开董事局会议，同意万向集团受让万向资源持有的顺发恒业61.33%的

股份。

2018年11月16日，万向资源的股东万向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万向资源以协议方式将其持有的标

的股份转让给万向集团。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万向集团本次收购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万向集团通过万向资源间接持有顺发恒业的股份，顺发恒业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万向集团将直接持有顺发恒业1,491,831,78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其总股本的

61.33%，相关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年11月16日，万向集团和万向资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为万向资源持有的顺发恒业1,491,831,780股股份，占顺发恒业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61.33%。

2、转让价格及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每股转让价格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顺发恒业股票二级市场

收盘价的90%确定。

自万向资源与万向集团于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相关手续前， 万向集

团向万向资源支付全部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3、标的股份过户

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万向资源与万向集团应共同向深交所、登记结算公

司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4、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 自万向集团就本次股份转让获得中国证监会对其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申请核准

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及附加特殊条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本次收购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前万向资源直接持有顺发恒业1,491,831,78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其总股本的61.33%，本

次收购后，万向资源未持有顺发恒业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

鲁伟鼎

万向集团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GR2018SH1001007】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广东省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黄阁大道中乌洲大道1号之三

土地及其上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3970.0000

【Q318SH1014816-2】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9%股权及

955.68167万元债权

25055.72 19922.81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9741.6409

【G32018SH1000167-2】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及3704.37

万元债权

25055.72 19922.81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12848.9398

【G32018SH1000429】 厦门太古起落架维修服务有限公司0.836%股权 18797.00

注册资本：8309.00�万元

经营范围：1、航机起落架及有关系统及部件的各项维修服务，并从事与此有关的

经营业务；2、起落架的组装及拆卸；3、起落架部件的加工及生产；4、起落架的交

换；5、各类飞机零部件的进出口、批发、零售。

157.1500

【G32018SH1000428】 厦门太古起落架维修服务有限公司1.618%股权 18797.00

注册资本：8309.00�万元

经营范围：1、航机起落架及有关系统及部件的各项维修服务，并从事与此有关的

经营业务；2、起落架的组装及拆卸；3、起落架部件的加工及生产；4、起落架的交

换；5、各类飞机零部件的进出口、批发、零售。

304.1400

【G32018SH1000354-2】

中煤科工能源投资二连浩特矿业有限公司85%股权

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持有的1005.334320万元债权

4880.10 2576.28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矿业、能源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运输业的投资；边境小额贸易及代

理业务、一般贸易；进出口和销售矿产品、矿山机械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建材、化

工产品、五金、机械设备、汽车、农副产品、土畜产品；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2875.6551

【GR2018SH1000437-3】

武钢（澳洲）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澳洲艾尔铁矿4个

探矿权60%权益

详见交易所网站 273.4440

【GR2018SH100100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部分资产(库存

备件2707项)

详见交易所网站 24.0900

【GR2018SH1001000】

中建材大宗物联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江苏省扬州市

宝应县经济开发区白田路党校北侧一宗土地使用

权及其地上建筑物）

详见交易所网站 2600.0000

【GR2018SH1000999】

上海威斯特物业经营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中山北路2375号东四间房屋3年租赁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72.1992

【GR2018SH1000998】

上海威斯特物业经营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中山北路2375号西两间房屋3年租赁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41.1432

【Z318SH10G0142】 内蒙古飞马食品有限公司等58户债权资产包 详见交易所网站 2700.0000

【G32018SH1000426】 陕西金山电器有限公司0.11%股权 16999.82 3120.47

注册资本：49814.00�万元

经营范围：无线电磁性元器件、化工原料、电子通讯设备、印刷线路板、电子板卡、

塑钢产品、空调热交换器、低压电器、设备及工模具制造、销售;建材、包装材料销

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进口业务;物业管理服务;货物储运。

4.0000

【G32018SH1000425】

岳阳际华置业有限公司85%股权及119102.3345万元

债权

173408.56 33277.02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配套工程施工，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服务，建筑材料的销售。

150500.0000

【G32018SH1000423】 上海明珠水上娱乐发展有限公司1.23%股权 31100.00

注册资本：1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专线游览,专用码头服务,摄影,百货、旅游工艺品的销售,烟草专卖零售,

酒的零售,餐饮服务,候船室管理。

382.5300

【G32018SH1000422】 上海同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股权 5231.63 -414.98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配件、汽车检修专用仪器设备、百货、五金交电的销售，二手

车经销。

0.0001

G32018SH1000424-0 上海永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420-0 无锡市电站锅炉设备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411-0 华润混凝土(潞城)有限公司72%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410-0 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72%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409-0 华润水泥（长治）有限公司72%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苏州河畔商业房地产项目（13号线武宁路站约300米）整体转让，项目位于苏州河畔，邻水而立；西临曹家渡商圈，北接我格广场，商业聚集度高；轨交13号线武宁路站直通，与规划轨交14号线共站，交通极为便利。 有意者请联系万经理、张经理，电话

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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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2018SH1000433】 上海电子数据交换网络服务有限公司16%股权 38114.07 38114.07

注册资本：74.45�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数据交换网络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系统集成，通讯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

7809.6000

【G32018SH1000233】 上海埃斯沃通信设备有限公司55%股权 141.56 141.51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产品、元器件、仪表、计算机网络及外围配套设备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代理，通信工程设计、施工和安装，通信、仪器仪表、计算机、网络专业领域内

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教学办公用品、宾馆旅游用品及相关

产品租赁。

77.8316

【G32018SH1000239-3】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0.772%）

注册资本：64763.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

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

交流策划。

1694.0000

【Z318SH10G0141-2】

浙江双子塔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4户受托处置不良

资产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和技术除外；煤炭、铁矿石、电动自行车、自行车、摩托车及配件、汽车零配件、文

具、日用百货及金属材料、橡胶的批发、零售。

9522.2573

【TR2018SH1000032】

哈尔滨富源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普陀区石泉路

415弄8号101室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423.5000

【GR2018SH1001018】

上海崇明生态城镇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191项闲置模具和2台电动螺杆压力机）

详见交易所网站 99.6700

【GR2018SH1001017】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支路300弄17号304室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510.0000

【GR2018SH1000606-5】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部分资产（洪山路

121弄10支弄8号501室）

详见交易所网站 201.0000

【GR2018SH1000604-4】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部分资产（齐河路

28弄68号502室）

详见交易所网站 210.0000

【GR2018SH1000294-5】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公务用车别

克商务，SGM6515�GL8一辆)

详见交易所网站 1.7290

【GR2018SH1000292-5】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公务用车奥

迪A6L，FV7241FCVTG一辆)

详见交易所网站 11.5150

GR2018SH1000131-7】

上海市邮政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建新

村15号503室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230.0000

【G32018SH1000432】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0.18%股权 779645.80

注册资本：1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基金投资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

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存放

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

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421.7100

【G32018SH1000431】

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人民

币9000万元

49570.80 39852.49

注册资本：2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工工具、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设备、五金工具、电

器设备的销售，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销售计算机及配件、建筑装潢材料，自有房

屋租赁，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49100.0000

无锡华润华晶微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4宗 详见交易所网站 226.2000

【G32018SH1000430】 上海外服宝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0%股权 820.20

注册资本：1020.00�万元

经营范围：网络信息、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

有媒体发布广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仪器仪表。

328.0800

郑州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3套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579.6000

【GR2018SH1001008】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机械设

备及存货）

详见交易所网站 721.0000

证券代码：000631� � �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18-32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在

同一实际控制人下

进行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顺发恒业” ）于2018年11月16日收

到万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万向集团” ）发来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在同一实际控

制人下进行协议转让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明晰万向集团各业务板块的发展战略，万向集团

协议收购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资源” ）持有的上市公司顺发恒业61.33%股权，

导致万向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61.33%股权，成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万向集团，转让方为万向资源，万向集团持有万向资源100%股份，为

万向资源的控股股东。 收购完成后，万向集团由顺发恒业的间接控股股东变更为直接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变，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两个企业之间的股权转让，收购前后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不影响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生产经营。

本次收购使得万向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超过30%，构成要约收购。 尚需中国证监会豁

免万向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31� � �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18-34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顺发恒业

股票代码：00063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西路99号15、16层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西路99号15、16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8年11月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

相同的涵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本报告书。

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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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顺发恒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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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发恒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股份变更事宜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万向集团 要约收购义

务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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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顺发恒业 指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向资源 指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航民股份 指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天赐材料 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钱潮 指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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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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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名称：万向资源有限集团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西路99号15、16层

3、法定代表人：鲁伟鼎

4、注册资本：60,000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6300777XJ

6、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期限：2004年05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咨询，国内贸易，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金银制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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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西路99号15、16层

10、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联系电话

万向集团公司 60,000万元 100% 0571-828329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职务

鲁伟鼎 中国 男 上海 董事长

管大源 中国 男 杭州 董事

傅志芳 中国 男 杭州 董事

丁兴贤 中国 男 杭州 董事

韩又鸿 中国 男 上海 董事、总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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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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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转让前，万向资源持有顺发恒业股份公司（股票简称：顺发恒业，股票代码：000631）

61.33%的股份；本次转让完成后，万向资源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达到或

超过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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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即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

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

称

证券

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1 万向钱潮 000559 275,315.9454

汽车零部件、新能源

商用车及其零部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实际控制人通过万向集团控制万

向钱潮56.50%的股份

2 航民股份 600987 63,531.00 纺织品印染加工业务

实际控制人通过万向集团控制航

民股份7.03%的股份

3 天赐材料 002709 33,966.7541

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

品、锂离子电池材料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实际控制人通过万向集团、 万向

一二三股份公司控制天赐材料

5.8793%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明晰万向集团各板块的发展战略，信息披露义务人向其控股股东万向集团转让起持

有的顺发恒业61.33%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

安排

本次股权协议转让完成后，万向资源将不再持有顺发恒业任何发行在外的股份。 万向资

源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顺发恒业股份的计划。 如果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万向资源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批准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顺发恒业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万向资源有限公司持有顺发恒业股票1,491,831,780股，

占其总股本的61.3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顺发恒业股份，其母公司万向集团持有顺发

恒业1,491,831,780股，占其总股本的61.3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万向集团通过万向资源间接持有顺发恒业的股份，顺发恒业股权结构

图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万向集团将直接持有顺发恒业1,491,831,78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其

总股本的61.33%，相关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年11月16日，万向集团和万向资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为万向资源持有的顺发恒业1,491,831,780股股份， 占顺发恒业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61.33%。

2、转让价格及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每股转让价格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顺发恒业股票

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确定。

自万向资源与万向集团于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相关手续

前，万向集团向万向资源支付全部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3、标的股份过户

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万向资源与万向集团应共同向深交所、登

记结算公司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4、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自万向集团就本次股份转让获得中国证监会对其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申请核准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及附加特殊条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本次收购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

其他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股份转让所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年11月16日，万向集团召开董事局会议，同意万向集团受让万向资源持有的顺发恒业

61.33%的股份。

2018年11月16日，万向资源的股东万向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万向资源以协议方式将其

持有的标的股份转让给万向集团。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万向集团本次收购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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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的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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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018年 11月 16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相关法人营业执照；

2、关于本次收购的内部决策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4、股权转让协议。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地，以备查阅。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长春市前进大街 3055号南湖新村

办公室201室

股票简称 顺发恒业 股票代码 00063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

嘴西路99号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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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持股数量：1,491,831,780股

持股比例：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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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 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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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018年 11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