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19SH1001677】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铸轧机等11台套设备，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500.000000 2019-11-29

【GR2019SH1001658】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8号利达大厦

B#楼11H单元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8号利达大厦B#楼11H单元，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38.02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490.000000 2019-11-12

【GR2019SH1001657】 唐山华润热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奥迪A6L2.4CVT汽车一辆，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810000 2019-11-12

租赁权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19SH1001678】 上海市普陀区交通路3处房产3年租赁权

上海市普陀区交通路4552号，4554号，4546、4548、4550号3处房产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等详见网站公告

信息。

详见网站 2019-11-08

【GR2019SH1001664~667】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500弄（鄂尔多斯

艾力大厦）35号多处商业房产2年租赁权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500弄（鄂尔多斯艾力大厦）35号多处商业房产2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其他详见网站公告

信息

详见网站 2019-11-13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272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业 职工人数：1527

经营范围：WS系列汽车整车、底盘及零部件的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研制、生产、销售;WS系列特种车辆及零部件

的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研制、生产、销售;铸锻件及工具、模具的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研制、生产、销售;机械、动

力设备修理及安装;车辆维修技术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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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22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7560-15464万元

拟增资价格：设有保留底价，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研发体系和能力建设、制造能力智能化改造及保障体系建设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征集到不超过4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者，合计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560万元-15464万元，最

终投资者须经增资人股东审核同意，并与增资人现有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则本次增资达成。

2.如本次增资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外部投资者，但新增外部投资者合计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低于7560万元，则增资人将不

变更增资条件，向交易所出具书面通知后，按照5个工作日为1个周期延长信息披露，继续征集意向投资方，最多延长至征集

到合格的意向投资方（信息披露期不超过12个月）。 延长期内已提交的投资申请不可更改或撤回，对意向投资者仍具有约

束力，已交纳的保证金不得申请退还，按保证金的处置条款进行处理。

3.信息披露期满，如未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股东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或未取

得增资人股东批准同意的，经增资人书面通知联交所，本次增资终结，增资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投资人（含员工）持股不超过30.12%，原股东持股不低于69.88%。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原股东及员工持股平台将以非公开协议方式与外部投资者同时同股同价完成本次增资工作， 共同签署增资

扩股协议并完成出资，享有同等权益；其中原股东拟追加投资37000万元，员工持股平台拟投资1000万元-5000万元。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2-1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705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279

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地基与基础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劳

务人员；承包境外岩土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境外上述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工程勘察（甲级）；（工程地质勘察、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及钻

井、工程测量及城市规划测量），岩土工程包括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治理、岩土工监测和岩土工程监理；工

程咨询（甲级）；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一级）；生态修复、污染土治理、环保工程、场地调查、环境评价、环境技术咨询；地理信

息系统工程、不动产测绘、摄影测量与遥感；土壤与地下水修复、河道治理、湖泊治理、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水处理、地质灾害治

理、生态流域治理、矿山治理、特种工程专业承包。

股权结构：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高于33%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募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公司实力，提升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经增

资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并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55%；员工持股平台拟持股比例不高于

12%；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战略投资人合计拟持股不高于3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项目公告期内，根据《中国化学股份规划发﹝2019﹞358号》，增资人分立减资程序正在办理中，具体内容详见交易所备

查文件。 本次增资引入投资人的增资价格及对应持股比例，按增资人减资后的注册资本进行计算。 本项目公告期即为尽职调

查期，意向投资人应在公告期内完成对本项目的尽职调查。

项目联系人：郑烨琳

联系方式：010-51915345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2-2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7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职工人数：140

经营范围：生物产品技术研发；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单一饲料的生产、销售；粮食收购；粮油销售；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的生产、销售；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特殊药品、原料药）销售；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料的销售；猪的养殖、销售；

场地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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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煤长江地质集团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49%

拟新增注册资本：3843.1372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补足公司发展所需核心资源与能力，扩大市场占有率。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

产评估结果，与增资人及增资原股东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煤长江地质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外部投资人持股比例为49%。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根据《中煤长江地质集团关于减少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收资本的通知》，增资人账面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4026.98万元转增实收资本，然后实施减资，减资后实收资本由现行7500万元变更为4000万元。目前增资人暂未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引入投资人的增资价格及对应持股比例，按增资方减资后的注册资本进行计算。 本项目公告期

即为尽职调查期，意向投资人应在公告期内完成对本项目的尽职调查。 2、募集资金超出新增注册资本金额的部分计入资本

公积。

项目联系人：吴楠

联系方式：010-5191874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2-2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化学工业第一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化学工业第一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290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工程测量、地籍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物探、地震地质、环境地质、建

筑工程设计、咨询、监理、环境影响评价及水气分析、塑料及玻璃钢加工、房地产开发、冷却塔安装;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

出租;汽车及建筑设备租赁;承担本行业国内和国外外资工程的勘察、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及零部

件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察、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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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0.0000-30.000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高于1765.00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是用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整合行业优质资源，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经增

资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并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的条件：未产生合格意向投资方，或最终投资方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不高于30%（单个投资人不低于10%），非公开增

资引入的员工跟投平台持股比例不高于19%，原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新进投资人后，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合计不高于49%，其中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不高于

30%，非公开增资引入的新进投资人（员工跟投平台）持股比例不高于19%，原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51%。各投资人具体持股比

例以增资方有权批准单位批准为准。

项目联系人：孟凯

联系方式：1501005929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2-1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股票代码:600126� � � �股票简称:杭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一076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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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无偿划转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概述

2018年3月28日，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杭钢股份” ）收

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 ）发来的

《关于无偿划转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宝武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94,611,555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

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金控” ），129,632,104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国

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 ）。 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杭州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在上述股权无偿划转手续办理期间， 公司于2018年7月实施了2017年度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公司股本由2,597,

837,756股增至3,377,189,083股，中国宝武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发生了变化，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量由524,274,236股增至681,556,507股，持有比例不变。

2019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了中国宝武发来的《关于调整无偿划转杭州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数量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无

偿划转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调整有关问题的复函》，将中国宝武分别无

偿划转给诚通金控和国新投资的杭钢股份股份数量调整为51,299.5022万股和16,

852.1735万股。

中国宝武近日分别与诚通金控、国新投资签署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国新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

偿划转协议》。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前，中国宝武持有本公司681,556,507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20.18%，系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诚通金控、国新投资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中国宝武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将由681,556,507

股减少至39,750股，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由20.18%减少至0.0012%；诚通金控持有

本公司512,995,022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19%；国新投资持有本公司168,521,

735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99%。

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涉及的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公司的控股股

东仍为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无偿划转协议签署情况

1.相关协议各方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诚通金控投资

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1）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划出方）

法人代表：陈德荣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1859号

（2）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朱碧新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12层1229-1282室

（3）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划入方）

法人代表：朱碧新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4层401室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1）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划出方）

法人代表：陈德荣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1859号

（2）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周渝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9号博兴大厦6层

（3）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划入方）

法人代表：王豹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2.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划出方：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股权划入方：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划转股份数量：中国宝武将持有的杭钢股份512,995,022股股份（占杭钢股

份总股本的15.19%）无偿划转给诚通金控；中国宝武将持有的杭钢股份168,521,735

股股份（占杭钢股份总股本的4.99%）无偿划转给国新投资。

二、所涉后续事项

1.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宝武、 诚通金控尚需分别履行权益变动

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过户手续，公司将根据划转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报备文件

1．关于无偿划转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调整有关问题的复函；

2．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3.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

司关于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4日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杭钢股份

股票代码：60012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1859号

邮政编码：200126

联系电话：021-20658888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无偿划转上市公司股份

签署日期：2019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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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杭州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股权变动系由于其通过协议转让（无偿划转）方式减

持股份导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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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杭钢股份 指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宝武 指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诚通金控 指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 指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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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1859号

法定代表人：陈德荣

注册资本：5279110.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0821H

成立日期：1992年01月01日

营业期限：1992年01月01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展有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00%股

权。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陈德荣 党委书记、董事长 男 中国 上海 无

胡望明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男 中国 上海 无

傅连春 职工董事、工会主席 男 中国 上海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

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除杭钢股份外，还直接

或间接持有以下上市公司超过5%的股份：

1、中国宝武直接持有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019）50.73%股份，直接间接持有宝钢股份合计64.12%股份；直接持有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太保” ，股票代码601601）0.76%股份，直接

间接持有中国太保14.93%股份； 直接持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新华保险” ，股票代码601336）12.09%股份。

2、中国宝武间接持有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八一钢铁” ，股票代

码600581）50.02%股份、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韶钢松山” ，股票代码：

000717）53.05%股份、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信软件” ，股票代码

600845）50.81%股份、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包装” ，股票代码

601968）59.89%股份。

3、中国宝武还间接持有印度上市公司VISASTEELLIMITED5%股份、加拿大上

市公司NorontResourcesLtd.6%股份和CenturyGolbalCommoditiesCorporation23.55%股

份，以及澳大利亚上市公司CentrexMetalsLTD12.8%股份。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为进一步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工作，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中国宝武拟将所持杭钢股份512,995,022股、168,521,735股股

份分别划转给诚通金控和国新投资。本次中国宝武共划转杭钢股份681,516,757股股

份，占杭钢股份总股本20.18%。中国宝武分别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诚通金

控以及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新投资签署了针对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

的协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中国宝武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杭钢股份的计

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划转前，中国宝武持有杭钢股份681,556,507股股份，占杭钢股份总股

本的20.18%。

本次中国宝武将杭钢股份512,995,022股股份（占杭钢股份总股本15.19%）以协

议转让（无偿划转）的方式转给诚通金控；将所持杭钢股份168,521,735股股份（占

杭钢股份总股本4.99%）以协议转让（无偿划转）的方式转给国新投资。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 中国宝武所持杭钢股份的股份数将由681,556,

507股减少至39,750股，持有杭钢股份的股份比例由20.18%减少至0.0012%。

本次划转完成后，杭钢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杭州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仍为杭钢股份控股股东， 杭钢股份实际控制人仍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中国宝武分别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诚通金控、 与中国国新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及国新投资签署了《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中国宝武将所持杭钢股份512,995,022股股份划转给诚通金控，将所持杭钢股份

168,521,735股股份划转给国新投资。

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中国宝武持有杭钢股份的股份数将由681,556,507股减少

至39,750股，持有杭钢股份的股份比例由20.18%减少至0.0012%。

上述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中国宝武所持部

分上市公司股份的通知》（国资产权〔2018〕71号）和《关于无偿划转杭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调整有关问题的复函》（国资产权〔2019〕251号）批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划转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

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划转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买卖杭钢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中国宝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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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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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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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杭钢股份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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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德荣

签署日期：2019年10月31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杭州市

股票简称 杭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12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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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681,556,507股

持股比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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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普通股

本次变动数量：681,516,757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39,750股

变动比例：20.18%

变动后持股比例：0.001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备注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宝武无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杭钢股份股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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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 中国宝武没有在二

级市场买卖杭钢股份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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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

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

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陈德荣

日期：2019年10月31日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杭钢股份

股票代码：600126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12层

邮政编码：100030

联系电话：010-83673044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无偿划转上市公司股份

签署日期：2019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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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杭州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股权变动系由于其通过协议转让（无偿划转）方式增

持股份导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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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杭钢股份 指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诚通金控 指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 指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 指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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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4层401室

法定代表人：朱碧新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27F021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2015年11月27日至2035年11月26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国务院国资委通过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诚

通金控100%股权。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朱碧新 执行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无

唐国良 监事 男 中国 北京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

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还直接或间接持有以下

上市公司超过5%的股份：

诚通金控直接持有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天地科技” ， 股票代码

600582）8.74%股份。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为进一步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工作，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宝武拟将所持杭钢股份512,995,022股股份划转给诚通金

控。

中国宝武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诚通金控签署了针对上述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的协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或减持杭钢股份

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杭钢股份。

本次中国宝武将杭钢股份512,995,022股股份（占杭钢股份总股本15.19%）以协

议转让（无偿划转）的方式转给诚通金控后；诚通金控持有杭钢股份增加至512,995,

022股，占杭钢股份总股本15.19%。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中国宝武分别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诚通金控签署了 《部分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将所持杭钢股份512,995,022股股份划转给诚通金控，本次股份

转让完成后，诚通金控持有杭钢股份512,995,022股股份，占杭钢股份总股本15.19%。

上述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无偿划转中国宝武所持部

分上市公司股份的通知》（国资产权〔2018〕71号）和《关于无偿划转杭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调整有关问题的复函》（国资产权〔2019〕251号）批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划转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

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划转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买卖杭钢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

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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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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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杭钢股份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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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碧新

签署日期：2019年10月31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杭州市

股票简称 杭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12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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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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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普通股

本次变动数量：512,995,022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512,995,022股

变动比例：15.19%

变动后持股比例：15.1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 备注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杭钢股份股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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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备注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在二级市场买卖杭钢股份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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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

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

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朱碧新

日期：2019年10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9年 11 月 4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19SH1000222】

扬州中城同进房地产有限公司70%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42000万元债权

总资产：197979.79万元；净资产：39158.71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销售；物业管理；

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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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卓赟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90

88671.000000 2019-11-29

【G32019SH1000330】

上海东方网共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30%股

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119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智能科技、计算机、网络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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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咨询,会展会务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票务代理,旅游咨询(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电信业务、出版物经营、音像制品制作、音像制品

复制、电子出版物制作(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

货,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除卫星地面接收装置),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五金交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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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虞航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357.000000 2019-11-29

【G32019SH1000037】 上海新天原化工运输有限公司75%股权

总资产：269.58万元；净资产：238.54万元；注册资本：86.40�万元；经营范围：汽车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搬运装卸，铲

车，吊车，汽配，建筑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品），五金交电，百货，钢材，电工器材；仪表，机械加工，修车维护，电机器材

修理，机械设备修理，起重机械安装、改造、维修，运输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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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178.910000 2019-11-29

【G32019SH1000328】 湖北兆恒洪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

总资产：349.81万元；净资产：349.81万元；注册资本：2200.00�万元；经营范围：发电为主水电站的建设、经营。

项目联系人：胡丹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5801035531

349.810000 2019-11-28

【G32019SH1000244】 山东鲁能贵和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152790.44万元；净资产：49649.11万元；注册资本：35267.89�万元；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

金交电、厨房及卫生间用具、家具、灯具、装修材料、机械设备、酒店用品、办公用品及设备、文体用品及器材（不含射击器

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空调设备、供水设备、水泵、路灯；非专控农副产品、茶叶的销售；路灯、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

装、维修、维护；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房屋及场地租赁；经济信息咨询；企业项目管理；企业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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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49700.000000 2019-11-28

【Z319SH10G0194】

彭州金通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马莹两户债

权

彭州金通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四川中安信邦典当有限公司拥有彭州金通建材有限责任公司3,998,743.00元（利息计

算至2019年7月31日）债权，其中本金2,800,240.00元，利息1,198,503.00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

项目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方式：010-51918746，18610806302

298.000000 2019-11-06

【G32019SH1000264-2】

青海铬盐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00万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5.64%）

总资产：338.73万元；净资产：271.87万元；注册资本：7410.00�万元；经营范围：铬系列高科技产品开发及相关信息咨询；经

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机械设备租。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62.740000 2019-11-27

【G32019SH1000226】 思所（厦门）品牌策划有限公司55%股权

总资产：210.56万元；净资产：187.89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动画、漫画设计、制作;

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文化、艺术活动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 (以上经营项

目不含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的项目)

项目联系人：赵锋 联系方式：18516569988

110.000000 2019-11-27

【G32019SH1000269】

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8,775.19万元债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56.46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计算机及软硬件产品;销售自产产品;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项目联系人：张雅檬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

8831.650000 2019-11-27

【G32019SH1000077-2】

中国伽利略卫星导航有限公司20.97%股

权

总资产：12273.80万元；净资产：10794.28万元；注册资本：7153.85�万元；经营范围：卫星导航系统专门技术开发;导航应用

产品生产、销售和相关服务;卫星导航运营服务和其他相关服务;进出口业务;出租办公用房。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2037.213000

2019-11-27【G32019SH1000081-2】

中国伽利略卫星导航有限公司20.97%股

权

2037.213000

【Q319SH1014911-2】

中国伽利略卫星导航有限公司16.12%股

权

1566.045000

【G32019SH1000260】 云南世博花园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42771.19万元；净资产：39999.07万元；注册资本：5510.00�万元；经营范围：酒店管理,文化娱乐,住宿,餐饮,预包装

食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 桑拿、足疗、停车、烟酒、日用百货、小五金家电零售,珠宝、玉器、金银饰品、旅游产品及节

庆礼品的销售;糕点(含裱花蛋糕、不含凉菜、不含生食海产品)的制作及销售(限分公司经营)。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旅游咨询;物业管理;服装服饰、床上用品、手工艺品等销售;空调安装;水电安装;工程维修;设备维修;电脑安装及维修;绿

化工程;农副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房屋、场地、设备租赁;房车营地经营与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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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赵锋 联系方式：18516569988

40000.000000 2019-11-27

【G32019SH1000324】 舟山隆昇船业有限公司60%股权

总资产：25742.02万元；净资产：19391.44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船舶制造修理、渔业机械及配件、船用

金属零配件的制造销售；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项目联系人：孙炜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2

11635.000000 2019-11-28

【G32019SH1000317】 上海至上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股权

总资产：250.62万元；净资产：250.62万元；注册资本：37.00�万元；经营范围：教育管理咨询、教育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科技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咨询；开发、设计教育软件等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2.510000 2019-11-26

【G32019SH1000254】 十堰风神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40%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2537.85万元；注册资本：600.00�万元；经营范围：橡塑制品、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化工原料

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国家限制经营的化学品）、钢材销售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6

1015.140000 2019-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