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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

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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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423,642,196 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285,422,182 股，合计 709,064,37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价格：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5.99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

行价格为 24.20 元/股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限售期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对象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550,574 12 个月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7,550,574 12 个月 

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16,076,150 12 个月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5,515,504 12 个月 

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840,525 12 个月 

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 2,581,613 12 个月 

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76,129 12 个月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5,940,474 12 个月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10,653 12 个月 

募集配套资金的

发行对象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114,173,553 36 个月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28,512,396 12 个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512,396 12 个月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512,396 12 个月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8,181,818 12 个月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529,623 12 个月 

合计  709,064,378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本次新增的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本次交易发



行新增股份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6 年 2 月 1 日，天安财险 26.96%股权过户及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已办

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公司已持有天安财险 50.87%股权。  

 

释  义 

公司、西水股份、上

市公司 
指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元投资 指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新时代证券 指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天地 指 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德莱 指 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天安财险、标的公司 指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天安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西水股份拟向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

江信托、湖北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

嘴集团、浦东土控、SBI 收购的合计 26.96%的天

安财险股权 

银炬实业 指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绵世方达 指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德新景 指 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中江信托 指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江西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陆家嘴集团 指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聚隆 指 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土控 指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上

海浦东土地发展（控股）公司 

武汉泰立 指 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浦高 指 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指 

西水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银炬实业、绵世方达、德新景、中江信托、湖北

聚隆、武汉泰立、上海浦高、陆家嘴集团、浦东

土控、SBI 等持有的天安财险合计 26.96%股权，

同时向包括正元投资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广发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通商律师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 指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的对方已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方案； 

2、本次交易已经天安财险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西水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已经相关国资部门核准； 

5、本次交易已经西水股份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保监会原则性批复； 

7、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绵世方

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922 号），核准西水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 

8、天安财险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的修订； 

9、中国保监会已批准西水股份收购天安财险股权并增资天安财险以及天安

财险公司章程变更事宜。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股票数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423,642,196 股，募集配套资金部

分 285,422,182 股，合计 709,064,37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发行股票价格：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5.99 元/股，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24.20 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即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正元投资不参与询价，接受最终的询价结果

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均设有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经上市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对发

行价格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0 月 21 日）。 

4、募集资金总额：6,907,216,804.40 元；  

5、发行费用：86,720,906.44 元；  

6、募集资金净额：6,820,495,897.96 元； 

7、主承销商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发行的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年12月30日，山东和信出具“和信验资（2015）第00012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5年12月30日止，西水股份采用非公开发售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285,422,182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实际发行价格为24.2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6,907,216,804.4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86,720,906.44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6,820,495,897.96元。其中：新增股本285,422,182元，资本公积

6,535,073,715.96元。西水股份此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669,422,182.00元。 

2016年2月2日，山东和信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和信验字（2016）第00019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6年2月2日，

西水股份采用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423,642,196股，其中：新增股本423,642,196元，资本公积6,350,396,580.5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16年2月4日，公司本次发行的709,064,378股新增股份已在中登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2016 年 2 月 1 日，天安财险依法就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履

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备案）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天安财险本次工商登记变更（备案）完成后，西水股份持有天安财险50.87%

股权。 

（五）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认为：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

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

价及申购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除正元投资外，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正元投资、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德莱科技有

限公司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除正元投资外，

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参与本次认购的相关资产管

理计划的备案。发行对象正元投资系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需履行登记备案手续的私募投资基金或其管理人。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

合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发行对

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贵会的

要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法律顾问意见 

通商律师认为： 

“1、西水股份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西水股份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

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3、除正元投资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正元投资、北京新天地、上海德莱

和新时代证券没有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 

4、除正元投资外，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

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暂行办法》、《登记备案办法》的

规定，完成参与本次认购的相关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发行对象正元投资系以自

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暂行办法》、《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需履行

登记备案手续的私募投资基金或其管理人； 

5、西水股份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限售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对象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550,574 12 个月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7,550,574 12 个月 

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16,076,150 12 个月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5,515,504 12 个月 

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840,525 12 个月 

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 2,581,613 12 个月 

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76,129 12 个月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5,940,474 12 个月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10,653 12 个月 

 

募集配套资金的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114,173,553 36 个月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28,512,396 12 个月 



发行对象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512,396 12 个月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512,396 12 个月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8,181,818 12 个月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529,623 12 个月 

合计  709,064,378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2月4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

手续。本次新增的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本次交易发行

新增股份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1）绵世方达 

公司名称：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40,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南路12号鲁谷社区服务中心大楼配楼P101-1室 

法定代表人：朱芳芳 

成立日期：2006年8月4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6009825819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110108792121766号 

组织机构代码：79212176-6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推广服务；专业承包；

房地产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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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银炬实业 

公司名称：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235,000 万元 

住所：浦东新区三林路 235 号 12 幢 142 室 

法定代表人：梁春燕 



成立日期：2000 年 11 月 28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591967 

税务登记证号：310115703095675 

组织机构代码：70309567-5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园林绿化，

室内装潢及设计，投资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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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德新景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90,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祥大厦 13C2-01 

法定代表人：郭栋 

成立日期：2001 年 6 月 25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5702155 

税务登记证号：440300729853323 

组织机构代码：72985332-3 

经营范围：陆路国际货运代理（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需要交通部门审批的，需取得相关批准文件方可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4）中江信托 

公司名称：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115,578.9134 万元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裘强 

成立日期：2003 年 4 月 14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60000110007285 

税务登记证号：赣地税字 360101748517376 号 



组织机构代码：74851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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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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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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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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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湖北聚隆 

公司名称：湖北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54 号 

法定代表人：葛洪 

成立日期：2000 年 04 月 17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20000000006138（1—1） 

税务登记证号：鄂国地税武字 420106714654145 号 

组织机构代码：71465414-5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对电子商务、网络通信、生物技术的投资；电子

产品、通信设备（不含无线发射设备）、建材、纺织品的销售。 

（6）武汉泰立 

公司名称：武汉泰立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38 号同成大厦 A 幢 1 单元 1602 

法定代表人：张建国 

成立日期：2006 年 1 月 23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20103000111806 

税务登记证号：420103781993761 



组织机构代码：78199376-1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买

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及代理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7）上海浦高 

公司名称：上海浦高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港城路 768 号 

法定代表人：沈安鑫 

成立日期：1994 年 8 月 17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228743 

税务登记证号：31011513371543X 

组织机构代码：13371543-X 

经营范围：建筑、装潢、市政工程，打桩，保温，基地加固，土方，管道安

装，设备安装，典礼设备安装施工，顶管、沉井、水工施工，建筑材料、砼制品、

装潢材料的销售，自有机械设备的融物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的修理，非标准金属

结构件的加工、制作、修理，自有房屋租赁（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装卸搬运

服务，普通货运（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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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陆家嘴集团 

公司名称：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235,731.00 万元 

住所：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981 号 

法定代表人：杨小明 

成立日期：1990 年 8 月 29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005629 

组织机构代码：13220671-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咨询，实体投



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资产管理经营、信息。 

（9）浦东土控 

公司名称：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住所：浦东新区丁香路 716 号 5 幢 

法定代表人：陶伟昌 

成立日期：1992 年 8 月 27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002882 

税务登记证号：310115132209324 

组织机构代码：13220932-4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凭资质），园林绿化，

对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物业管理，农作物、

花卉、苗木的种植，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花卉、苗木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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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1）正元投资 

公司名称：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34,000 万元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万达孵化 A-220 

法定代表人：肖卫华 

成立日期：2008 年 3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08 年 3 月 28 日至 2028 年 3 月 27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150208000004952 

税务登记证号：150240670692229 

组织机构代码：67069222-9 

经营范围： 企业资金管理、企业收购策划、运作，引进资金投资开发项目，

房地产投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2）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4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6759928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0000万元整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成立日期：2011年6月21日 

营业期限：2011年6月21日至不约定期限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05579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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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00万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11层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成立日期：2004年1月15日 

营业期限：2004年1月15日至不约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0B90E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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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00万元整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68号9楼 

法定代表人：叶烨 

成立日期：2003年5月9日 

营业期限：2003年5月9日至不约定期限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1000315489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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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00万元整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128号101-2室 

法定代表人：包学勤 

成立日期：2013年4月19日 

营业期限：2013年4月19日至不约定期限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118173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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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配套资金认购方正元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发行完成后，绵世方达、银炬实业、德新景、中江信托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成为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16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号 例 

1 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52,447,968 13.66% 

2 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                                                     49,705,512 12.94% 

3 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37,164,180 9.68% 

4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润禾 1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3,400,355 3.49% 

5 长春铁发实业有限公司                                                             6,820,425 1.78% 

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股票优选9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555,741 1.45% 

7 王志                                                                             5,497,787 1.43% 

8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90,176 1.38% 

9 许春辉 4,464,026 1.16% 

10 
中信建投基金－民生银行－中信建投领先4号资产管理计

划                              

4,365,962 1.14% 

合计 184,712,132 48.10%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以2015年12月16日数据为基准）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550,574 10.75% 

2 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7,550,574 10.75% 

3 深圳市德新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16,076,150 10.62% 

4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114,173,553 10.45% 

5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5,515,504 5.08% 

6 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52,447,968 4.80% 

7 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                                                     49,705,512 4.55% 

8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37,190,083 3.40% 

9 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37,164,180 3.40% 

10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30,991,735 2.84% 

合计 728,365,833 66.64%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限售流通股 - 709,064,378 709,064,378 

无限售流通股 384,000,000 - 384,000,000 

总股本 384,000,000 709,064,378 1,093,064,378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将天安财险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因此，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因募集配套资金使资产规模增加外，上市公司负债规模和营

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等指标均未发生变化，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两项指标将大幅增长。因此，本次交易能够

提高上市公司对天安财险的直接持股比例，突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增强上市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 

1、本次交易能够促进上市公司产业调整，推进转型升级，提升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由于国家整体经济增长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水泥需求疲软，供需

形势严峻。根据国家政策以及包头市政府要求，包头西水停产，导致2014年公司

水泥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仅219.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8.46%。但同时，在

传统险费率市场化改革、降息等利好政策的带动下，保险市场快速增长。2014

年度，天安财险实现净利润39,710.90 万元，影响归属于西水股份母公司的净利

润7,044.12 万元，占公司合并净利润82.66%。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在保险业面临

重大发展机遇的市场环境中，积极推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方式，促进公

司发展”经营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西水股份为解决天安财险经营稳定性问题的

重要措施。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西水股份将持有天安财险50.87%股份，天安财险成为西

水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天安财险在经营上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将得到有效改善，

有利于天安财险的稳定经营。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净利润规模将得到快速提升。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对实现公司发展战略、保护全体股

东利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天安财险资本实力，全面推动其业务快速健康发展，

提升天安财险的行业竞争力 

近年来，在天安财险各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天安财险资本实力不断增强，业

务规模迅速扩大。截止2015年5月31日，天安财险注册资本已达99.31亿元；2014



年，天安财险原保险费用收入在财险公司中排名第10，市场占有率为1.48%。未

来，天安财险将继续坚持“效益、管理、改革、创新”的经营方针，实施财产险

和理财险“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规模和效益同步发展。 

但必须看到，目前大型保险企业在国内保险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前

三大保险公司约占据着我国财险市场65%的份额。相比之下，中小型保险公司生

存压力空前巨大，天安财险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亟需通过各种方式提

升资本实力，开拓业务渠道，提升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安财险预计可以获得约670,401.88万元的增资，净资产

将大幅增加，以满足偿付能力监管二类标准，进而带动业务规模快速扩大，有助

于增强天安财险资本实力，提升天安财险的行业竞争力，实现天安财险的长远健

康发展。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43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项目主办人：洪道麟、贺明哲、张永青 

（二）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李洪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6层 

电话：010-65693399 

传真：010-65693838 

经办律师：姜涛、周峰 

（三）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王晖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 18 号 1211 室 

电话：0531-81666288 

传真：0531-81666227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元锁、沈大智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山东和信出具的《验资报告》； 

2、通商律师出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3、广发证券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 

 

 

● 报备文件 

（一）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二）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