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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贸物流

股票代码：6031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38号十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38号十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红磡畅通道1号中旅货运物流中心3字楼 

通讯地址：香港九龙红磡畅通道1号中旅货运物流中心3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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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姓名：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8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8号 

 

 

一致行动人姓名：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219号中旅商业城18层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219号中旅商业城18层 

 

 

一致行动人姓名：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2号银河SOHO中心5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2号银河SOHO中心5层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2017年 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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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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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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的章程、协议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系中国旅游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中国诚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签署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

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公司、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港

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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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港中旅华

贸国际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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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三份协议。根

据《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无偿划转尚需得到国务院国资委

批复同意方可生效。 

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贸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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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华贸物流拥有权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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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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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要约

收购义务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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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华贸物流、上市公司 指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港中旅华贸 指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TS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 LTD，为华贸物流

控股股东。 

中旅总社 指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港旅公寓 指 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 

星旅易游 指 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 指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

人 
指 

港中旅华贸、中国旅游集团、中旅总社、港旅公寓

以及星旅易游。 

中国诚通 指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诚通香港 指 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 

诚通金控 指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国新 指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新投资 指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划出方 指 
港中旅华贸、中国旅游集团、中旅总社、港旅公寓

以及星旅易游。 

划入方 指 
中国诚通、诚通金控、诚通香港、中国国新、国新

投资。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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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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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指 人民币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报告书目的而言，不包括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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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湾地区。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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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

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中国旅游集团 

 
（一）中国旅游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成立时间 1987年1月3日 

注册地 中国 

住所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338号九层 

注册编号 100000000005552 

法定代表人 张学武 

注册资本 1,575,910.71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

质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旅游、金融、房地产

开发经营及物流贸易的投资、管理；旅游景点、主题公园和度

假村、高尔夫球会、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设计和经营管

理；旅游信息服务；旅游商品的零售和批发；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承办会议及展览；各类票务代理；广告业务制作、发布；

饭店的投资和经营管理、受托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国际国内货运代理；货物分包、仓

储；技术开发、销售、服务、咨询；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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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及股权结

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100%股权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38号十层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

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任职

情况 

张学武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无 

姜岩 董事、总经理 女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无 

张逢春 总会计师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无 

傅卓洋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无 

宫晓冰 副总经理兼总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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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 

古越仁 
董事、纪委书

记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无 

李刚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无 

冉德章 
纪委副书记、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无 

郑江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无 

陈荣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无 

周鹏 董事会秘书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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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止，中国旅游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简称“香港中旅”，股票代码

“00308”)3,276,164,728股股票，持股比例为60.16%。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中国旅游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股票简称“中国国旅”，股票代码“601888”)539,846,100股股票，持

股比例为55.3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港中旅华贸 
（一）港中旅华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6月3日 

注册地 中国香港 

住所 

香港九龙红磡畅通道1号中旅货运物流中心3楼 

(3/F., China Travel Cargo Logistics Centre, 1Cheong Tung Road, 

Hunghom, Kln., Hong Kong) 

注册编号 1342865 

授权代表 郑江 

授权资本和已发行股

本 
港币150,000,000元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际物流及供应链服务 

主要股东及股权结构 
CTS Logistics Corporation 持 股 100% ， CTS Logistics 

Corporation为港中旅集团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红磡畅通道1号中旅货运物流中心3楼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其他国家或地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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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的居留权 

张震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无 

郑江 董事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无 

薄宝

华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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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关系说明 
港中旅华贸、中旅总社、港旅公寓及星旅易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旅游集团。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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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无偿划转协议的签署，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有关精神，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诚通及其

下属公司、中国国新及其下属公司别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根据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港中旅华贸与中国诚通及其全资子公司诚通

香港于2017年5月24日签署的《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所属港中旅华贸将所持华贸物流418,158,819股股

份（占华贸物流总股本的比例为 41.85%） 无偿划转至中国诚通所属的诚通香港。 

根据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旅总社、港旅商务、星旅易游与中国诚通

及其全资子公司诚通金控于2017年5月24日签署的《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所属中旅总社、港旅公寓、

星旅易游将合计持有的华贸物流42,451,432股股份（占华贸物流总股本的比例为 

4.25%） 无偿划转至中国诚通所属的诚通金控。 

根据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港中旅华贸与中国国新及其全资子公司国新

投资于2017年5月24日签署的《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所属港中旅华贸将持有的华贸物流49,841,181股

股份（占华贸物流总股本的比例为 4.99%） 无偿划转至中国国新所属国新投资。 

无偿划转协议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方可生效，前述条件生效通过后，中国旅游集团不再持有华贸物流股权。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减持计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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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华贸物流于2015年7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承诺的公告》(编号：临2015－027)，中国旅游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华

贸物流的承诺函》，承诺将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证券公司增持控股子公司华贸物流

的股票，增持的金额不少于1210万元，并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 

根据2015年7月14日和2015年7月16日分别公告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的公告》，中国旅游集团两次共增持831万元，尚有379万元未完成增持。中国

旅游集团与中国诚通协商，约定由中国诚通履行后续379万元增持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国旅游集团不再持有华贸物流权益，未来 12 个月

内不存在继续减少其在华贸物流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也不会增持华贸物流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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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国旅游集团为华贸物流间接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下

属港中旅华贸国际持有华贸物流468,000,000股，占总股本比例为46.84%，股份性

质为无限售流通股；中国旅游集团下属中旅总社持有华贸物流1,068,254股股份，

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0.11%，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中国旅游集团下属港

旅公寓持有华贸物流4,000,000股股份，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0.40%，股份性质

为无限售流通股；中国旅游集团下属星旅易游持有华贸物流37,383,178股股份，

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3.74%，股份性质为限售股。 

中国旅游集团通过以上下属公司共持有华贸物流510,451,432 股，持股比例为 

51.09%。若本次权益变动审批通过后，中国旅游集团不再持有华贸物流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划转各方分别签署了三份无偿划转协议。 

根据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港中旅华贸与中国诚通及其全资子公司诚通

香港于2017年5月24日签署的《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所属港中旅华贸将所持华贸物流418,158,819

股股份（占华贸物流总股本的比例为 41.85%） 无偿划转至中国诚通所属的诚通

香港。 

根据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旅总社、港旅公寓、星旅易游与中国诚通

及其全资子公司诚通金控于2017年5月24日签署的《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所属中旅总社、港旅公

寓、星旅易游将合计持有的华贸物流42,451,432股股份（占华贸物流总股本的比

例为 4.25%） 无偿划转至中国诚通所属的诚通金控。 

根据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港中旅华贸与中国国新及其全资子公司国新

投资于2017年5月24日签署的《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中国旅游集团所属港中旅华贸将持有的华贸物流 49,841,181股

股份（占华贸物流总股本的比例为 4.99%） 无偿划转至中国国新所属国新投资。 

三、本次权益变动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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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中国旅游集团下属公司所合计持有的华贸物流合计

510,451,432股份，除星旅易游持有的华贸物流37,383,178股股份为限售股外，

其他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尚需国务院国资委审批。 

本次权益变动将使中国诚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且符合《收购办法》所规定

的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情况。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中

国诚通对华贸物流的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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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权益变动后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旅游集团不再间接持有华贸物流股份，华贸物流控股

股东由中国旅游集团下属公司港中旅华贸变更为中国诚通下属公司诚通香港，实

际控制人仍然为国务院国资委。 

六、受让人的基本情况 

 
1.中国诚通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938,016.5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7号

楼，法定代表人：马正武。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受托管理；兼并收购；投

资管理及咨询；物流服务；进出口业务。 

中国诚通系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为中国诚通唯一

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100% 

 
 

 

2.中国诚通所属诚通金控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万元，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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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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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诚通所属诚通香港基本情况 

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香港”，英文全称： China 

ChengTo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成立于2002年7月，系中国诚通下属全

资子公司，公司股本为港币1,000,000.00元，每股港币1.00元,注册地址：香港湾

中国诚通 

国务院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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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轩尼诗道228号英皇集团中心15楼07号。诚通香港的经营范围是：海外投资并购

及跨境资产管理，有关项目的投资与管理等。 

4.中国国新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550,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9号博兴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刘东生。经营范围：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有

股权经营与管理；受托管理；资本运营；为开展上述业务所进行的投资和咨询业

务。 

中国国新系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为中国旅游集团

唯一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100% 

 
 

 

 

5. 中国国新所属国新投资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6号3号楼1单

元5层501-A59（园区），法定代表人：高翎。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关联方同华贸物流存在经营性往来，截至 2017年 3月 31

日， 华贸物流对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关联方经营性应收项目和财务公司存款详情

如下： 

单位：元 

 银行存

款 

其他应收

款期末

余额 

中国国新 

国务院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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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国际担保有限公司  6,559,000.00 

港中旅财务公司 30,135,638.25  

合计  6,559,000.00 

 

除上述正常业务经营外，中国旅游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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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

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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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贸物流

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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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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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

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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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等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

投资者查阅。 

 

  



2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

人声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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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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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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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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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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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之一： 

 

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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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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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之二：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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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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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之三： 

 

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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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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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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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之一： 

 

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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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之二：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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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之三： 

 

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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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华贸物流 股票代码 603128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

内大街338号十层； 

香港九龙红磡畅通道1

号中旅货运物流中心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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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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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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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持股数量：510,451,432股 

持股比例：51.09%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468,000,000股 

持股比例：46.84% 

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4,000,000股 

持股比例：0.40%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1,068,254股 

持股比例：0.11%  

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37,383,178股 

持股比例：3.7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

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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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变动比例：-51.09%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0股 

变动比例：-46.84% 

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0股 

变动比例：-0.40%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0股 

变动比例：-0.11% 

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量：0股 

变动比例：-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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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尚需经过国务院国资委、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以及必要的审批、核准或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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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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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

表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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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

表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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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

表之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之一： 

 

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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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

表之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之二：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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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

表之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之三： 

 

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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