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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出售概况

1、股权出售基本情况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5日与自然人舒强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公司将持有的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同驭科技” ）30.15%股权中的部分股权转让给舒强，转让股权比例为6.5%，本次交易事

项完成后，公司持有的同驭科技的股权由30.15%下降至23.65%。

2、本次交易事项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事长审批

权限范围内，该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舒强

住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喜泉路118弄39号402室

身份证号码：360121199003******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1GTKGB8E

3、住 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恒永路328弄79号1层、2层

4、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舒强

6、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6年9月9日

8、营业期限：2016年9月9日至2046年9月8日

9、经营范围：从事汽车专业技术、新能源专业技术、光电专业技术、电气专业技术、网络

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汽车用品、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从事线控电子液压制动系统的研发及生

产，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汽车租赁（不得从

事金融租赁），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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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最近一期（2019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经审计）：

项目 金额（元）

总资产 18,199,735.56

净资产 17,185,680.46

主营业务收入 5,966,163.76

净利润 -6,445,121.83

四、本次交易前后持有同驭科技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权比例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15% 23.65%

五、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和价格

公司将所持有同驭科技6.5000％股权转让给舒强，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佰玖拾伍万元整

（￥1,950,000.00）。

2、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工商变更

舒强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90日内，将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公司；各方应于本协议签

订之日起60日内，完成工商变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各方按本协议约定股权比例分享利润、

分担风险及亏损。

3、承诺和保证

公司保证本协议第一条转让给舒强股权为公司合法拥有， 公司拥有完全、 有效的处分

权。公司保证其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4、违约责任

（1）如本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

经济损失。

（2）如舒强超过90日未能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舒强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1.5倍支

付违约金；舒强逾期超过90日未能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舒强除支付前述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的1.5倍违约金外，公司有权要求舒强按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比例将相应股权重新转让给公司，

舒强不得拒绝，应按公司要求立即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工商变更之前利润、风险及

亏损由舒强承担。

（3）舒强不得对未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的股权设置质押或任何形式的权利限制或受第

三人追索，否者舒强应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

5、争议解决

（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的羁束并适用其解释。

（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6、生效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出售，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0466� � �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0-061号

债券代码：136700（16蓝光01） 债券代码：150312（18蓝光06） 债券代码：150409（18蓝光07） 债券代码：150495（18蓝光12）

债券代码：155163（19蓝光01） 债券代码：155484（19蓝光02） 债券代码：155592（19蓝光04） 债券代码：162505（19蓝光07）

债券代码：162696（19蓝光08） 债券代码：163275（20蓝光02）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并于2019年4月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于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发行债权融资计划，发行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1.9亿元（含11.9亿

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4月9日披露的2019-031、047号临时公告及2020年4月9

日披露的2020-031号临时公告。

根据公司收到的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出的《接受备案通知书》（债权融资计划[2020]

第0450号），公司本次债权融资计划备案金额为人民币11.90亿元，备案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

日起2年内有效。2020年5月， 公司发行完成2020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和第二期债权融资

计划，发行结果如下：

1、2020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结果：

一、基础信息

融资人名称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全称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债权融资计划

产品简称 20川蓝光发展ZR001 产品代码 20CFZR0702

产品期限 365+365+350日

实际挂牌总额（万元） 57000 融资人信息记载账号 RZ10003051

挂牌日 2020-05-20 起息日 2020-05-21

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通知书文号 债权融资计划 [2020]第0450号

二、计息信息

挂牌利率（或：利差、价格） 10.5% 计息方式 附息式固定利率

利息分配方式 按实际天数分配 付息频率 3

非闰年计息天数 365/360 闰年计息天数 A/360

2、2020年度第二期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结果：

一、基础信息

融资人名称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全称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二期债权融资计划

产品简称 20川蓝光发展ZR002 产品代码 20CFZR0723

产品期限 365+365+346日

实际挂牌总额（万元） 62000 融资人信息记载账号 RZ10003051

挂牌日 2020-05-26 起息日 2020-05-27

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通知书文号 债权融资计划 [2020]第0450号

二、计息信息

挂牌利率（或：利差、价格） 10.5% 计息方式 附息式固定利率

利息分配方式 按实际天数分配 付息频率 3

非闰年计息天数 365/360 闰年计息天数 A/360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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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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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

1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自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6,6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9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5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9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9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86,67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47,339,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8日；

除权除息日：2020年6月9日；

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2020年6月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0年6月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

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9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

转股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9,886,000.00 34.48 20,920,200 50,806,200 34.48

高管锁定股 29,886,000.00 34.48 20,920,200 50,806,200 34.4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784,000.00 65.52 39,748,800 96,532,800 65.52

三、总股本 86,670,000.00 100.00 60,669,000 147,339,000 100.00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47,339,000股摊薄计算，2019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2662

元。

2、公司股东余春明、余超彪、胡建飞、汪红时、叶松林、刘松林、朱观润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承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底价作相应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后，上述减持底价将调整为

8.1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项先理、汪宝珍

咨询电话：0563-8630512

传真电话：0563-8630512

八、备查文件

1、《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01日

长城久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久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久荣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584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6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长城久

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长城久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5月27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068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186,251,985.5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4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1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6月3日

除息日 2020年6月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6月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NAV)确

定日为2020年6月3日；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20年6月4日划入其基金账户。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现金红利款项将于2020年6月4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

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

金分红；投资者可以前往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本基金的分红方式，本次收益分配将以投资者

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3）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

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4）本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

有本基金，修改在某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投资

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5）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本基金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

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

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6）本基金的分红将导致基金份额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7）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8868-666）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关于长城久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6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久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久荣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584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长城久荣纯

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城久

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6月2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6月2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为保证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累计

金额应不超过10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不

含1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本基金暂停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期间，不超过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申

购、转换转入，以及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 �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8868-666）咨询相关情况。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0一03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年5月29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

本公司股东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诚” ）通知，中信保诚于2020年5

月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增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7,137,49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20%。本次权益变动前，中信保诚持有本公司12,595,803股A股，另外还持有已登

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的本公司166,355,080股H股，合计178,950,88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中信保诚持有本公司19,733,298股A股及166,

355,080股H股，合计186,088,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9%。

二、受让方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5010871G

成立日期： 2000年9月28日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6层01-16号单元及5层07-10号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黎康忠（NICOLAOS�ANDREAS�NICANDROU）

注册资本： 人民币236,000万元

主营业务：

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

业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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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持有中信保诚50%股权。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信息

披露义务人中信保诚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本公司的股票，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将严格按照适用的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相关规定，中信保诚就本次权益变

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H股）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A股）、中集集团（H股）

股票代码：000039（A股）、2039（H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6层01-16号单元及5层

07-10号单元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6层01-16号单元及5

层07-10号单元

股份变动性质：增持（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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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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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中集集团A股、H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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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集集团A股、H股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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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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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中集集团、上市公司 指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本次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信保诚人寿、 信息披

露义务人

指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系四舍五入

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信保诚人寿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6层01-16号单元及5层07-10

号单元

成立日期 2000年09月28日

法定代表人 黎康忠（NICOLAOS�ANDREAS�NICANDROU

注册资本 人民币23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5010871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

险业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经营期限 2000年09月28日至长期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6层01-16号单元及5层07-10

号单元

联系电话 010-85878699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1、董事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信保诚人寿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Nicolaos�Andreas�Nicandrou

（黎康忠）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男 英国 中国香港 是

李庆萍 副董事长 女 中国 中国 否

金文洪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刁钦义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Lilian�Lup-Yin

（吴立贤）

董事 女 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 是

梁惠江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Teoh�Kwui�Ying

（张桂樱）

董事 女 马来西亚 中国香港 是

Charles�Sheung�Wai�Chan（陈

尚伟）

董事 男 加拿大 中国 是

赵小凡 董事、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姜岩松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女 中国 中国 否

2、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信保诚人寿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赵小凡 无 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姜岩松 无

常务副总经理、 合规负责

人

女 中国 中国 否

ZHUO� SHIHAO

（卓世皓）

无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男 美国 中国 是

郭朝红 无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LI�HAI(李海) 无 副总经理 男 加拿大 中国 是

丛新 丛馨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崔巍 无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是

邱文光 无 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章洪胜 无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陈忠德 无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是

王绍斌 无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任赓 无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贾宏伟 无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熊文利 无 总经理助理 女 中国 中国 否

姜宏维 无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聂方义 无 总精算师 男 中国 中国 是

曾嵘 无 审计责任人 女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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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集集团外，中信保诚人寿直接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上市

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上市地

1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8.34% 中国香港

2 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5.19% 中国香港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2020�年 5�月 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信保诚人寿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A股

（000039.SZ） 7,137,495�股。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信保诚人寿持有上市公司A股、H股

共计 186,088,378�股，其中A股 19,733,298�股，H股 166,355,080�股，持股合计占上市公司股

比为 5.1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发挥寿险资金优势、开展长期的价值投资，基于对中集集团及其所在

行业的分析判断及充分论证，认为中集集团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拟通过本次增持取得中集

集团部分股权，进一步加强对中集集团的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信保诚人寿将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

制度的要求，履行作为股东的权利及义务，支持中集集团的长远发展。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中集集团的股票，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适用的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5月29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3,586,074,802�股，其中A股总股本为1,526,182,

872�股，H股总股本为 2,059,891,930�股。

本次股权变更前，中信保诚人寿持有上市公司A股、H股股共计 178,950,883� 股，其中A

股 12,595,803�股，H股 166,355,080�股。中信保诚人寿持有中集集团股票占其总股本的比例

为4.99%。

本次股权变更后，中信保诚人寿持有上市公司A股、H股股共计 186,088,378� 股，其中A

股 19,733,298�股，H股 166,355,080�股。中信保诚人寿持有中集集团股票占其总股本的比例

为5.19%。

股份类别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A股

合计持有股份 12,595,803 0.35% 19,733,298 0.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595,803 0.35% 19,733,298 0.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H股

合计持有股份 166,355,080 4.64% 166,355,080 4.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6,355,080 4.64% 166,355,080 4.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178,950,883 4.99% 186,088,378 5.19%

二 、本次权益变动时间及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二级市场增持。2020�年 5�月 29�日， 中信保诚人寿于深交所通过

集中竞价的方式买入中集集团A股7,137,495�股。

三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中集集团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四、资金来源

1、自有资金。

无。

2、保险责任准备金

中信保诚人寿买入中集集团股票的资金来源为中信保诚人寿保险的保险责任准备金。

相关账户信息如下表。

最近4个季度现金流入金额

单位：元

账户 2019年2季度 2019年3季度 2019年4季度 2020年1季度 合计

传统 7,836,304,663.18 14,502,015,328.37 17,850,500,030.58 14,696,620,150.61 16,300,303,511.87

分红 19,117,052,489.05 30,325,917,736.08 43,237,088,664.30 27,750,535,989.99 29,274,096,410.11

最近4个季度现金流出金额

单位：元

账户 2019年2季度 2019年3季度 2019年4季度 2020年1季度 合计

传统 14,012,744,041.27 18,668,660,167.00 15,232,299,136.68 14,414,343,088.12 14,012,744,041.27

分红 30,365,380,441.73 43,178,678,958.73 27,826,592,474.27 28,830,278,714.74 30,365,380,441.73

日期： 单位：元/天

账户 投资中集集团A股余额 可运用资金余额 平均持有期

分红 138,725,084.94 46,567,955,473.88 【16.14】年

日期： 单位：元/天

账户 投资中集集团H股余额 可运用资金余额 平均持有期

传统 299,139,401.88 18,721,965,217.61 【19.73】年

分红 621,451,644.49 46,567,955,473.88 【16.14】年

备注：平均持有期为截至【2020】年【3】月底的账户修正久期。

3、其他资金。

无。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增持外，中信保诚人寿本次增持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中集集团股票 83,171,820� 股，其中A股 3,933,220� 股，H股 79,238,600� 股，合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2.32%。该时间段内的成交均价为6.60�元/股，其中A股为 7.63�元/股，H股为 6.54�

元/股。

具体增减持情况如下表：

增持日期 股份类别

成交均价（元/

股）

增持金额（元）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增持方式

2019年12月

A股 - - - - -

H股 6.62 87,612,691 13,226,500 0.37% 集中竞价

2020年1月

A股 - - - - -

H股 6.88 104,678,184 15,225,200 0.42% 集中竞价

2020年2月

A股 8.03 20,002,775 2,489,800 0.07% 集中竞价

H股 6.69 101,831,017 15,227,200 0.42% 集中竞价

2020年3月

A股 - - - - -

H股 6.30 140,620,940 22,311,700 0.62% 集中竞价

2020年4月

A股 - - - - -

H股 6.43 53,994,632 8,403,400 0.23% 集中竞价

2020年5月

A股 6.93 10,000,487 1,443,420 0.04% 集中竞价

H股 6.17 29,870,813 4,844,600 0.14% 集中竞价

合计

A股 7.63 30,003,262 3,933,220 0.11% 集中竞价

H股 6.54 518,608,277 79,238,600 2.21% 集中竞价

合计 6.60 548,611,539 83,171,820 2.32% 集中竞价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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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

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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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Nicolaos� Andreas� Nicandrou（黎康忠）

签署日期：2020年 6月 1日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 、备查地点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集团研发

中心。

投资者也可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

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股票简称

中集集团（A股）、 中集集团

（H股）

股票代码 000039（A股）、2039（H股）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

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6层01-16号单元

及5层07-10号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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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普通H股股票

持股数量：12,595,803股、166,355,080股

持股比例：0.3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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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普通H股股票

持股数量：19,733,298股、166,355,080股

持股比例：0.55%、4.64%

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2020年5月29日

方式：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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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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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

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20年6月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5

2020年 6 月 2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