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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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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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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

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华贸物流拥有权益的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华贸物流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收购人相关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已获得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待国务院国资委和商务部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

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以及商务部就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国境

内反垄断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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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华贸物流、上市公司 指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诚通香港、收购人 指 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 

诚通金控、一致行动人 指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诚通集团 指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旅总社 指 中国旅行总社有限公司 

港中旅华贸 指 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港旅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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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转 指 

港 中 旅 华 贸 将 其 持 有 的 华 贸 物 流

418,158,819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41.85%）无偿划转至诚通香港；国旅总社、

港旅商务、星旅易游将其合计持有的华贸

物流 42,451,432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4.25%）无偿划转至诚通金控。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摘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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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本次收购人为诚通香港及其一致行动人诚通金控。 

一、收购人诚通香港的相关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28 号英皇集团中心 15 楼 07 号 

业务性质 投资控股 

董事 袁绍理、王洪信、张斌、罗小平 

法定股本 1,000,000 港元 

已发行股本 1,000,000 港元 

成立时间 2002 年 7 月 

股东：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 807683 

通讯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28 号英皇集团中心 15 楼 07 号 

联系电话： 00852-21601656 

传真： 00852-21601669 

（二） 收购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 收购人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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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系诚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诚通集团系收

购人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系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诚通集团的具体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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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938,016.5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1998 年 1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1998 年 1 月 22 日至长期 

股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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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化工原

料及化功能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黑色金属矿产品、

有色金属材料及矿产品、焦炭、建材、天然橡胶、木材、

水泥、汽车的销售；五金交化、纺织品、服装、日用品、

文化体育用品的销售、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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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注册号： 100000000028671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12 层 

联系电话： 010-83673030/3088 

传真： 010-83673066 

 
3、 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57,147.00  100% 物资储运 

2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503,300.00 100% 造纸林业 

3 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 46,633.50 100% 金属贸易 

4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79,666.3467 40% 物流运输 

5 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 100 万港币 100% 投资控股 

6 中国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07,268.00 100% 投资控股 

7 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00% 财务公司 

8 中国包装总公司 59,307.40 100% 包装业务 

9 中国诚通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5,099.7 100% 资产经营 

10 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3,000.00 100% 人力资源 

11 中国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70% 商品贸易 

12 中国诚通（香港）资产管理有限 2,000 万港币 100% 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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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3 中国诚通投资有限公司 8,000 万港币 100% 投资、资产管理 

14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基金管理 

15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00% 投资 

1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13,100,000.00 22.9% 投资 

17 中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95.5 100% 资产管理 

18 中国健康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 健康养老服务 

（三）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1、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诚通香港注册于中国香港，是诚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海上旅游、

融资租赁、房地产开发和煤炭贸易。 

2、 收购人最近 3 年合并口径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指   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384,524.72 349,348.87 478,420.56 

净资产（万元） 267,385.65 254,768.80 180,561.29 

资产负债率（%） 30.46 27.07 62.26 

指   标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62,075.74 49,500.62 259,215.88 

净利润（万元） 2,827.42 -3,080.35 -4,762.59 

净资产收益率（%） 1.08 -1.42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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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1、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情况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2、最近五年涉及的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香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袁绍理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王洪信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斌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罗小平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孙洁 财务总监 中国 北京 无 

诚通香港确认：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香港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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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简称、证券代码 持有单位及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国诚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诚通发展 00217 

通过 World Gain 

Holdings Limited 持

有 51.32% 

物业投资、物业发展、融

资租赁、大宗商品贸易及

酒店和海上旅游服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简称、证券代码 持股单位及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储股份 600787 
通过中国物资储运总

公司持股 43.74% 

综合物流、物流贸

易、金融物流以及

物流地产 

2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 
粤华包 B200986 

通过佛山华新发展有

限公司、中国纸业投资

有限公司合计持股
65.33% 

白纸卡、印刷品、

乳胶等制造、生产 

3 
中国诚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诚通发展 00217 

通过诚通香港下属
World Gain Holdings 

Limited 持股有
51.32% 

物业投资、物业发

展、融资租赁、大

宗商品贸易及酒店

和海上旅游服务 

4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冠豪高新 600433 

通过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29.10% 
造纸 

5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林纸 600963 

通过有泰格林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纸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7.34% 

造纸林业、化工产

品销售、木材销售、

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筑安装 

6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美利云 000815 

通过北京兴诚旺实业

有限公司、中冶纸业集

团有限公司、新元资产

管理公司合计持股
33.17% 

造纸、云计算 

（七）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香港及其控股股东持有的银行、信托、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比例 

1 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诚通集团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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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人诚通金控的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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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1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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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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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027F021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5 号 4 层 401 室 

联系电话： 010-83673072 

传真： 010-83673066 

（二） 一致行动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一致行动人的产权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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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金控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2、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金控的控股股东诚通集团基本情况及其控制

的核心企业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一、收购人诚通香港

的相关情况/（二）收购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2、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之部分。 

（三） 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1、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诚通金控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是国有独资公司诚通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其主营业务是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 

2、一致行动人 2016 年合并口径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时间 
总资产（万

元） 

净资产（万

元） 

资产负债

率（%）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万

元） 

净资产收

益率（%） 

2016 年 6,019,43.09 521,868.67 13.30 0 50.09 0.02 

（四） 一致行动人自成立以来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诉讼或仲裁情

况 



 

13 

1、自成立以来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情况 

诚通金控自成立以来未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2、自成立以来涉及的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诚通金控自成立以来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 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金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表： 

姓名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朱碧新 执行董事、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唐国良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 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金控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通金控的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

“第二节、收购人介绍/一、收购人诚通香港的相关情况/（五）收购人及其控股

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之部分。 

（七） 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前述“第二节、收购人介绍/一、收购人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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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相关情况/（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简要

情况”披露情形之外，诚通金控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八） 收购人之间的关系及一致行动安排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诚通香港与诚通金控的控股股东均为诚通集团，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诚通香港与诚通金控受同一主体控制，互为一致

行动人。 

收购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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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诚通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本次收购系深入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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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综合试点的举措之一，有利于促进国

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打造市场化运营、专业化

管理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通过本次收购，诚通香港将直接持有华贸物流 41.85%的股份，诚通金控将

直接持有华贸物流 4.25%的股份，诚通香港成为华贸物流的直接控股股东；诚通

集团将通过诚通香港和诚通金控间接持有华贸物流 46.10%的股份，成为华贸物

流的间接控股股东。 

二、收购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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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集团公司已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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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万元，并承诺 6 个月内不减持。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旅游集团公司已增持金额为 831 万元，尚待

完成的增持金额为 379 万元。根据诚通集团的说明，将由诚通集团履行后续 379

万元的增持义务。除此之外，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华贸

物流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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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0 日，诚通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诚通香港作为划入方划入

港中旅华贸持有的华贸物流 418,158,819 股股份并签署相应的无偿划转协议；同

意诚通金控作为划入方，无偿划入国旅总社、港旅商务、星旅易游合计持有的华

贸物流 42,451,432 股股份并签署相应的无偿划转协议。 

2017 年 4 月 20 日，诚通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接收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间接持有的华贸物流股权。 

2017 年 4 月 20 日，诚通香港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诚通香港以无偿划转的

方式受让港中旅华贸持有的华贸物流 41.85%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 

2017 年 4 月 29 日，中国旅游集团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华贸物流的

无偿划转方案。 

2017 年 5 月 17 日，中国旅游集团公司分别作出港中旅华贸、国旅总社、港

旅商务、星旅易游的股东决定，同意港中旅华贸将持有的华贸物流 418,158,819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诚通香港并签署相应的无偿划转协议；同意国旅总社、港旅商

务、星旅易游分别将其持有的 1,068,254 股、4,000,000 股、37,383,178 股华贸物

流股份无偿划转给诚通金控并签署相应的无偿划转协议。 

2017 年 5 月 17 日，港中旅华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将所持有的华贸物流

418,158,819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诚通香港。 

（二）尚待履行的程序 

1、本次收购尚待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2、本次收购尚待取得商务部的批准。 

3、本次收购导致诚通香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华贸物流股份超过 30%事宜

尚待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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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国境内反垄断申请尚待商务部审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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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诚通香港及一致行动人诚通金控不拥有华贸物流的权益。

港中旅华贸持有华贸物流 468,400,000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46.84%），国旅总

社持有华贸物流 1,068,254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0.11%），港旅商务持有华贸物

流 4,000,000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0.40%），星旅易游持有华贸物流 37,383,178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3.74%）。 

本次收购前，华贸物流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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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的方式是：港中旅华贸将其持有的华贸物流 418,158,819 股股份（占

股份总数的 41.85%）无偿划转至诚通香港；国旅总社、港旅商务、星旅易游将

其合计持有的华贸物流 42,451,432 股股份（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 4.25%）无偿

划转至诚通金控。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诚通香港将直接持有华贸物流 418,158,819 股股份，

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 41.85%，一致行动人诚通金控将持有华贸物流 42,451,432

股股份，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 4.25%。诚通香港将成为华贸物流的直接控股股

东。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贸物流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诚通香港将成为华贸物流的直接控股股东，国务院

国资委仍为华贸物流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收购所涉及的交易协议 

（一）无偿划转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2017 年 5 月 24 日，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港中旅华贸、诚通集团、诚通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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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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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中旅华贸拟将持有的华贸物流 418,158,819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诚通香港，华贸

物流的直接控股股东将由港中旅华贸变更为诚通香港。 

2017 年 5 月 24 日，中国旅游集团公司、国旅总社、港旅商务、星旅易游、

诚通集团、诚通金控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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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总社、港旅商务、星旅易游拟将分别持有的华贸物流

1,068,254 股、4,000,000 股、37,383,178 股股份（合计 42,451,432 股股份，占华

贸物流股份总数的 4.25%）无偿划转至诚通金控。 

（二）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1、划出方、划入方 

本次无偿划转的划出方为：港中旅华贸、国旅总社、星旅易游、港旅商务。

本次无偿划转的划入方为：诚通香港、诚通金控。 

2、本次交易的标的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为港中旅华贸持有的华贸物流 418,158,819 股股份，以

及国旅总社、港旅商务、星旅易游分别持有的华贸物流 1,068,254 股、4,000,000

股、37,383,178 股股份（合计 42,451,432 股股份，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 4.25%）。 

3、协议生效条件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港中旅华贸与诚通集团、诚通香港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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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国旅总社、港旅商务、星旅易游与诚通集团、诚通金控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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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自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划入方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华贸物流股份的

义务及其他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三、本次收购尚待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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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

三节、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之“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之“（二）

尚待履行的程序”部分。 

四、本次拟收购股份权利限售情况 

本次收购前，港中旅华贸直接持有华贸物流 468,400,000 股股份，占华贸物

流股份总数的 46.84%，均属于非限售流通股；同时，拟将其中 418,158,819 股股

份无偿划转至诚通香港。国旅总社直接持有华贸物流 1,068,254 股股份，占华贸

物流股份总数的 0.11%，均属于非限售流通股；港旅商务直接持有华贸物流

4,000,000 股股份，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 0.40%，均属于非限售流通股；星旅易

游直接持有华贸物流 37,383,178 股股份，占华贸物流股份总数的 3.74%，均属于

限售流通股。 

本次收购涉及的华贸物流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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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尚未有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1、收购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

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2、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报告书摘要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

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23 

 

 收购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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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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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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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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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收购报告书摘要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  斌          

 

          经 办 律 师 ：贺伟平     

 

谭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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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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

页） 

 

 

 

收购人：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张斌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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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

页） 

 

 

 

一致行动人：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朱碧新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