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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Grand�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披露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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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为部分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要约收购期限请参见后续公告的要

约收购报告书全文相关内容。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9年2月27日，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

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收购人” ）发来的《四川水井坊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相关文件。收购人拟以要约收购方式，向除四

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 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

收购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8,854,57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0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45.00元/股。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

示性公告之日前30个交易日水井坊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32.52元/股。

综合考虑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以及近期市场价格情况，本次要约收购交易价格确定

为45.00元/股，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之日前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

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基础上溢价38.36%。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期届满日期间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公司70.00%的股份，公司

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为人民币2,198,455,650元， 收购人已将人民币439,

691,130元（即不少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二、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Lakeside� Drive,� Park� Royal,� London,� NW10� 7HQ

注册资本：102,815,891英镑

注册登记档案号：970624

设立日期：1970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Grand� Metropolitan� Limited持有收购人100%股权，为收购人控股股东，收购人的

实际控制人为Diageo� plc。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推进后续相关事项和进程，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水井坊

股票代码： 600779

收购人名称： Grand�Metropolitan�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二月

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

收购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后续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

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本次要约收购主体为帝亚吉欧全资子公司GMIHL，要约收购目的

旨在提高帝亚吉欧对水井坊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权，不以终止水井坊上

市地位为目的。

2、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

数量为48,854,570股，股份比例为10.00%，要约收购价格为45.00元/股。若上

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期届满日期间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3、 本次要约收购前，GMIHL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水井坊293,127,418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0%。

4、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GMIHL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水井坊70.00%

的股份（341,981,988股），水井坊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

风险。

5、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2,198,455,650.00元，GMIHL已

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前将439,691,130.00元 （不少于要约收

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 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

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6、 根据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018年修

订）》的规定，水井坊将在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后通过外商投资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办理备案手续。

7、要约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依照《收购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转让结算、过户登记

手续，完成股份交割；在此期间，预受要约股份将由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临时保管，无法进行交易，因此导致预受要约股份超过预定收购比例部

分存在无法及时卖出的风险。由于本次要约收购资金将由境外汇入，涉及

相关外汇监管法律程序，因此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转让结算及过户登记所

需时间可能相对延长，预计可能超过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3个交易日。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水井坊

股票代码：600779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水井坊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股） 占比

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8,545,698 100.00%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00%

总股本 488,545,698 100.00%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Lakeside� Drive,� Park� Royal,� London,� NW10� 7HQ

通讯地址：Lakeside� Drive,� Park� Royal,� London,� NW10� 7HQ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2019年2月26日，GMIHL召开董事会， 决定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

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

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8,854,570股，股份比例为10.00%，要约收购价格

为45.00元/股。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帝亚吉欧以及收购人对水井坊所在行业的前景长期看好。水井坊作为

中国位居前列的酒类品牌之一，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内赢得了

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口碑。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帝亚吉欧对上

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收购

人拟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 即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

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本次收

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书出具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无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水井

坊，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股份类型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5.00元/股 48,854,570股 10.00%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正式公告之日至要约收购期届满期间，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或要约

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要约期满后，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本次预定收购数48,

854,570股，则GMIHL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

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GMIHL则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

约的股份。 计算公式如下：GMIHL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

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48,854,570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

要约的股份总数）。余下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

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结算公司

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45.00元/股，因此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

额为2,198,455,650.00元。 在水井坊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

公告之前， 收购人已将439,691,130.00元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

定帐户，不少于本次收购总额金额的20%，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全部资金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及自筹资金。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帝亚吉欧是一家全球性跨国公司，同时在伦敦证券

交易所（代码DGE）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DEO）上市，作为世界领先

的高端酒类公司，其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展有酒类经营业务。帝

亚吉欧标普（S&P）长期信用评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短期信用评级

为A2；穆迪（Moody's）长期信用评级为A3、评级展望为稳定，短期信用评

级为P2；惠誉（Fitch）长期信用评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短期信用评级

为F2。 帝亚吉欧截至2018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97.15亿英镑， 净资产为

117.13亿英镑，资产负债率为60.58%，其账面货币资金为8.74亿英镑，拥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收购人已与Diageo� Finance� plc（帝亚吉欧全资子公司，为集

团提供融资服务）签署公司内部贷款协议，收购人将从公司内部贷款和履

约保证金中提取最终交易对价相应的金额， 支付给接受要约收购的股东，

完成股份交割。Diageo� Finance� plc为公司内部贷款提供融资的资金来自于

集团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商业票据等。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金，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

或下属关联公司的情形。本次要约收购符合《收购办法》及相关金融主管

部门的规定。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

义务。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要约收购期限请参见后续公

告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相关内容。本次要约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

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单位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法定代表人 钱于军

电话 +86-10-5832�8888

传真 +86-10-5832�8954

联系人 任征微、许宁、李洪超、段丛蕙、段佳鸣

（二）收购人律师

单位名称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0层

电话 +86-10-8560�6888

传真 +86-10-8560�6999

联系人 蓝洁、任建南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本报告书摘要于2019年2月27日签署。

收购人声明

1、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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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号一一要约收购报告书》 及其

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2、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有关规定，要约收购报告书全面披

露了收购人在水井坊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水井坊

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相关规定，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要约收购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帝亚吉欧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

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本次要约收购类型为主

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以终止水井坊

的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后水井坊的股权分布将仍然具备《上交

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

5、本次要约收购将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除收购人

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要约收购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 收购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公告文件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

本摘要、本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GMIHL 指 Grand�Metropolitan�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GML 指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

帝亚吉欧 指 Diageo�plc

帝亚吉欧集团 指 帝亚吉欧及其下属企业

上市公司、水井坊 指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

Diageo�Highlands�Holding�B.V. 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的部

分收购要约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要约收购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即45.00元/股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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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IFRS 指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并经欧洲联盟

认可并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财务顾问、瑞银证券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海问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Grand�Metropolitan�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注册资本 102,815,891英镑

注册登记档案号 970624

设立日期 1970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持有100%股权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联系电话 +44(0)20�89786000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rand� Metropolitan� Limited持有收购人

100%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英镑） 认缴比例

1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 102,815,891 100.00%

合计 102,815,891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MIHL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GML， 持有GMIHL100%的股份。截

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ML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Grand�Metropolitan�Limited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

注册资本 689,786,236.50英镑

注册登记档案号 291848

设立日期 1934年9月6日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 Diageo�Holdings�Limited持有100%股权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联系电话 +44(0)20�89786000

2、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GML，帝亚吉欧间接控股GML，为收购人的实际

控制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帝亚吉欧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Diageo�plc

注册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董事长 Javier�Ferran

注册资本 769,493,595.48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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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记档案号 23307

设立日期 1886年10月21日

企业类型 Public�Company（公众公司）

经营范围 全球酒精饮料公司

股东 伦敦交易所和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

通讯地址 Lakeside�Drive,�Park�Royal,�London�NW10�7HQ,�England

联系电话 +44(0)20�89786000

1

数据来源为Diageo� Plc在Companies� House最新备案截至2018年11月

27日数据。

最近两年，GMIHL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收购人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见本节“二、收购人股权控

制关系” 之“（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

（三） 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ML直接控制的子公司及其业务基本

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关系 经营范围

直接 间接

1

Diageo�Group�Insurance�

Company�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保险

2

Grand�Metropolitan�Estates�

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物业管理

3

Grand�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Holdings�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4 Diageo�CL1�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5 Grandmet�Foods�(UK)�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6

The�Pimm’ s�Drinks�Company�

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7

Grand�Metropolitan�Capital�

Company�Limited

83% 100%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8 Diageo�DV�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9 DV�Technology�LLC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10 Diageo�Great�Britain�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销售、经销优质饮品

11 Diageo�Healthcare�Limited 100% - 控股子公司 投资控股

12

Lakeside�MWS�Limited�Liability�

Partnership

100%

2

- 控股子企业 投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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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ML的2018年度报告及财务报告， 该有限责任合伙被GML管理

层评估为受到帝亚吉欧控制。

2、帝亚吉欧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

帝亚吉欧为上市公司，根据帝亚吉欧已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本报告

书摘要签署之日，帝亚吉欧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关系 经营范围

直接 间接

1 Diageo�Ireland - 100% 控股子公司

生产、销售及配送优质

的饮品

2 Diageo�Great�Britain�Limited - 100% 控股子公司 销售、经销优质饮品

3 Diageo�Scotland�Limited - 100% 控股子公司

生产、销售及配送优质

的饮品

4 Diageo�Brands�B.V. - 100% 控股子公司 销售、经销优质饮品

5 Diageo�North�America,�Inc. - 100% 控股子公司

生产、销售及配送优质

的饮品

6 United�Spirits�Limited - 54.78% 控股子公司

生产、销售及配送优质

的饮品

7 Diageo�Capital�plc 100% - 控股子公司 为集团提供融资服务

8 Diageo�Finance�plc 100% - 控股子公司 为集团提供融资服务

9 Diageo�Investment�Corporation - 100% 控股子公司

为位于美国集团公司

提供融资服务

10 - 100% 控股子公司

生产、销售及配送优质

的饮品

11 - 34% 联营企业

生产、销售及配送优质

的饮品

三、收购人已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GMIHL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水井坊293,

127,41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0%。上述持股主体具体已持有上

市公司的股权情况如下：

四、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

说明

（一）GMIHL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GMIHL是一家控股公司， 由帝亚吉欧全资间接控股。 收购人2018、

2017�和2016三个财政年度（分别截至当年6月30日） 的简要财务情况如

下：

单位：百万英镑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总资产 14,670 14,530 14,530

总负债 141 0.00 0.00

资产负债率（%） 0.96% 0.00% 0.00%

2018年财政年度 2017年财政年度 2016年财政年度

来自集团公司股份的收

入

0.00 1,625 6,190

净利润（亏损） -0.03 1,625 6,190

净资产收益率（%） 0.00% 11.18% 42.60%

注： 以上财务数据均系根据IFRS进行编制，其中2018和2017财政年度

相关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2016财政年度数据未经审

计。

（二）帝亚吉欧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帝亚吉欧的主要业务详见本节“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之“（二）

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 以下是来源于帝亚吉欧依据

IFRS编制的2018、2017和2016财政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或基于

该等报表的数据编制的帝亚吉欧的简要财务情况：

单位：百万英镑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总资产 29,715 28,848 28,491

净资产 11,713 12,028 10,18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期末净资产

9,948 10,313 8,530

资产负债率（%） 60.58% 58.31% 64.27%

2018年财政年度 2017年财政年度 2016年财政年度

净销售额 12,163 12,050 10,4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3,022 2,717 2,244

净资产收益率（%） 29.83% 28.84% 27.53%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帝亚吉欧依据IFRS编制的2018、2017和2016财政

年度（分别截至当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或基于该等报表的

数据编制。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在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管理人员情况

（一）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护照号码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

其他国家/

地区居留

权

Kara�Major 董事 美国 56618xxxx 英国 是

James�Edmunds 董事 英国 51104xxxx 英国 否

Gabor�Kovacs 董事 匈牙利 BJ428xxxx 匈牙利 否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

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股份

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股权的情况如

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元）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备注

1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

公司

488,545,698

元人民币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60.00%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2 Guinness�Nigeria�plc

1,095,191,000尼日

利亚奈拉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58.02%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3

Seychelles�Breweries�

Limited

63,000,000

塞舌尔卢比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54.40%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4

East�African�Breweries�

Limited

2,000,000,000肯尼

亚先令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50.03%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5

Guinness�Ghana�

Breweries�Limited

272,879,000�加纳的

塞地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80.39%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6 Zwack�Unicum�plc

2,000,000,000匈牙

利福林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26.00%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7 United�Spirits�Limited

1,453,000,000印度

卢比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54.78%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8

Pioneer�Distilleries�

Limited

134,200,000�印度卢

比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41.01%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9

Hanoi�Liquor�Joint�

Stock�Company

200,000,000�越南盾

生产并销售酒类饮

品

45.57% 帝亚吉欧间接持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间接持有Diageo� Group�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的100%股权之外，帝亚吉欧并未持有或控制5%以上其他

金融机构的股权。

第三节 要约收购的决定及目的

一、要约收购的目的

帝亚吉欧以及收购人对水井坊所在行业的前景长期看好。水井坊作为

中国位居前列的酒类品牌之一，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内赢得了

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口碑。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帝亚吉欧对上

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收购

人拟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 即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及

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本次收

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要约收购的决定

2019年2月26日，GMIHL召开董事会， 决定向除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

有限公司及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以外的水井坊股东发出部分要

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8,854,570股，股份比例为10.00%，要约收购价格

为45.00元/股。

三、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无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水井坊

的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如下：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单位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

15层

法定代表人 钱于军

电话 +86-10-5832�8888

传真 +86-10-5832�8954

联系人 任征微、许宁、李洪超、段丛蕙、段佳鸣

（二）收购人律师

单位名称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0层

电话 +86-10-8560�6888

传真 +86-10-8560�6999

联系人 蓝洁、任建南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上市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瑞银证券、海问律师事务所与收购人、水井坊和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

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瑞银证券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收

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

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收购水

井坊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

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收购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对履行

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

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 海问律师事务所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

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摘要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要约收购的信息外，收购人

郑重说明：

1、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

未采取或拟采取对本次要约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也不存在对本次要

约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2、 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3、 收购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水井坊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

重大影响的信息。

4、 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

信息。

5、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及其他法规规定的下列情形：负有数额

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最近 5�年内受过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

行为的情形；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的情形。

收购人：Grand�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授权代表： Elizabeth� Brown

2019年2月27日

2019年 2 月 28 日 星期四

B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509� � �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9-临036

债券代码：136271� � � �债券简称：16天富01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天富01” 公司债券

回售申报结果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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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27

●回售简称：天富回售

●回售价格：面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回售登记期：2019年2月22日、2019年2月25日和2019年2月26日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110,699手（1手为10张，每张面值100元）

●回售金额：110,699,000元（不含利息）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3月8日

根据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3月4日公告的《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设定的回

售条款，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16天富01” 上调票面利率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24）及《关于“16天富01” 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

023），于2019年2月19日、2019年2月20日、2019年2月21日分别发布了《关于“16天富01” 公司债券回售实施办

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25）、《关于“16天富01” 公司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26）、《关于“16天富01” 公司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临027）,并于2月22日发布了《关于“16天富01” 上调票面利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

028）。“16天富01” 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回售申报期（2019年2月22日、2019年2月25日、2019年2月26

日）内将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天富01” 公司债券按面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回售给公司。

“16天富01” 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同意继续持有本期

债券。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6天富01” 公司债券本次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110,699手，回售金额为人民币110,699,000元（不含利息）。有效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

能撤销，相应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

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019年3月8日为回售资金发放日，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6天富01” 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的数量为889,301手（1手为10张，每张面值100元，总面值人民币889,301,000元）。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09� � �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9-临035

债券代码：136271� � � �债券简称：16天富01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9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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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2019�年 3�月 7日

● 债券付息日：2019�年 3�月 8�日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8日发行的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9年3月8日开始支付自2018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

度” )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16天富01(代码：136271)

4.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债券发行后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167号”文核准发行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簿记结果共

同协商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76%，并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赎回或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并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

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计息期限：计息期限为自2016年3月8日起至2021年3月7日止

10.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3月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公司在债券发行后第3年末赎回本期债券，则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3月8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4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76%，每手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7.6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9年3月7日

2.债券付息日：2019年3月8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9年3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6天富01” 公司债券的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

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

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

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

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说明

（一）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

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

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居民企业缴纳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 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

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 缴纳。本次付息每手“16天富债01”（136271）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37.6

元（含税）。

（三）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境外机构，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以及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等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

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

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一东路2号

联系人：陈志勇、谢炜

联系电话：0993-2901128

传真：0993-2904371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29号国家开发银行6层

联系人：黄旻曦

联系电话：010-88300565

传真：010-88300850

3.登记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083�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14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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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70,527,633.12 4,821,675,351.22 7.24

营业利润 590,092,796.95 517,004,992.96 14.14

利润总额 587,481,967.13 535,687,091.84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974,755.34 410,203,237.93 9.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9 0.45 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5% 12.63% 增加0.6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073,785,643.41 7,409,386,658.24 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47,558,058.69 3,323,253,964.15 3.74

股 本 908,000,005.00 908,000,00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80 3.66 3.83%

注：上述财务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营业总收入517,052.76万元，同比

增加7.24%； 营业利润59,009.28万元， 同比增长14.14%； 利润总额58,748.20万元， 同比增长

9.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897.48万元，同比增长9.45%。

截至2018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807,378.56万元、股东权益344,755.81万元、每

股净资产3.80元，分别较2017年末增长8.97%、3.74%、3.8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 0%～2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9-006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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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48,240,585.91 1,559,089,808.63 12.13%

营业利润 123,955,390.54 110,210,431.55 12.47%

利润总额 124,843,358.30 110,906,871.08 1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419,816.40 54,074,793.61 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97 0.1271 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3.11% 0.3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890,423,075.89 3,568,704,947.14 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798,204,112.63 1,775,076,351.59 1.30%

股 本 425,414,274.00 425,414,27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2269 4.1726 1.30%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748,240,585.9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13%。全年实现营业利润

123,955,390.54元，较上年增长12.47%；利润总额124,843,358.30元，较上年增长12.5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419,816.40元，较上年增长9.8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10月27日公告的2018年度第三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内部审计报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