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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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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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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

况。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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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审批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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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信息披露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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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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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

书 
指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标的公司、西

安饮食 
指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旅集

团、公司 
指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维德、一致行动人1 指 西安维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龙基、一致行动人2 指 西安龙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西安米高、一致行动人3 指 西安米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国资委 指 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侨城集团 指 华侨城集团公司 

华侨城文化集团 指 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西旅集团拟将其所持有的西安饮食74,858,388股（占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的15.00%）转让给华侨城文化集团，同时，

西旅集团同意将持有西安饮食30,141,612股（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6.04%）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

权利委托给华侨城文化集团行使 

《股份转让协议书》、该

协议、本协议 
指 

华侨城集团、西旅集团签署的《华侨城集团公司、西安旅

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

让协议》 

《补充协议》、该补充协

议、本补充协议 
指 

华侨城集团、西旅集团、华侨城文化集团三方签署的《华

侨城集团公司、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安饮食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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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修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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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名称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大有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2001 年 11 月 21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036280016747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以下项目均由分支机构经营：国际国内旅游接待服务；

组织承办国际国内各种会议；国内贸易及物资供销业（除国家规定的

专项审批项目）、对外劳务合作；旅游景点、景区的开发、经营；旅

游纪念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文物复仿制品金银饰品、珠宝饰品的经

营；公路客运服务；房屋、汽车租赁；公路、铁路、航空联运服务；

房地产开发 

股东名称 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西安旅游大厦 5 层 

联系人 冯锐 

联系方式 029-82065550 

（二）一致行动人 1 

公司名称 西安维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168 号 0512 室 

法定代表人 贺兰英 

注册资本 4,5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1999 年 06 月 15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02628001578F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不含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矿产品（不含国家专项审批）、

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机电产品（不含汽车）、电子产

品、纺织品、塑料制品（不含农膜）的销售 

股东名称 贺兰英、陈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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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致行动人 2 

公司名称 西安龙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168 号 5 层 0528 室 

法定代表人 辛晓松 

注册资本 3,7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2002 年 06 月 18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5735066676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除木材）的销售；建筑工程施工；装

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 

股东名称 辛晓松、李屏 

（四）一致行动人 3 

公司名称 西安米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168 号 5 层 521 室 

法定代表人 贺晋君 

注册资本 3,7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2002 年 06 月 21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0273506796XT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除专控）、建筑装饰材料（除木材）的销售；生物制品的

开发 

股东名称 贺伟君、贺晋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

情况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西旅集团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李大有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2 刘昌永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3 张龙 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无 

4 王一萌 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无 

5 张红伟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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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西安维德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贺兰英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西安龙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辛晓松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西安米高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贺晋君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 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上市地点 主营业务 
享有表决权

比例 
持股比例 

西安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 
西安 深圳 旅游服务业 27.29% 27.2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 1、一致行动人 2、一致行动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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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因西安维德、西安龙基、西安米高将其持有的西安饮食股份 26,681,250 股、

24,425,100 股、8,192,850 股分别质押给了西旅集团，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在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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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西旅集团与西安维德、西安龙基、西安米高（仅限处于质押状态的 8,192,850

股股权）构成《收购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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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一是响应西安市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的混合

所有制改革；二是西旅集团拟通过股份协议转让，为上市公司引入有实力投资者，

为企业战略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以期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处置

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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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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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西

安饮食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西安旅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直接持有的股份 102,822,000 20.60 20.60 

间接持有的股份 2,178,000 0.44 0.44 

可支配的一致行

动人的股份 
59,299,200 11.88 11.88 

合计可支配的

表决权 
- 164,299,200 32.92 32.9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西安旅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直接持有的股份 27,963,612 5.60 0.00 

间接持有的股份 2,178,000 0.44 0.00 

可支配的一致行

动人的股份 
59,299,200 11.88 11.88 

合计可支配的

表决权 
- 59,299,200 17.92 11.88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02,822,000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60%）。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华证护航 6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178,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44%）。西安

维德、西安龙基、西安米高分别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6,681,250 股（占上市

公司股本总额的 5.35%）、24,425,100 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4.89%)、8,192,850

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64%)质押给了西旅集团，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在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

结；因此西旅集团与西安维德、西安龙基、西安米高（仅限处于质押状态的

8,192,850 股股权）构成《收购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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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支配的上市公司表决权股份共计 164,299,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2.92%。 

根据华侨城集团、华侨城文化集团与西旅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补

充协议》，西旅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74,858,388 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5.00%）依法转让给华侨城文化集团，并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30,141,612 股的表

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委托给华侨城文化集团行使，委托期限为自

《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权益变动后，西旅集团可支配的表

决权股份为 59,299,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8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采取协议转让与表决权委托相结合的方式。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署日期 

西旅集团和华侨城集团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签署了《华侨城集团公司、西安

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2、标的股份转让 

（1）西旅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74,858,388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15.00%）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华侨城集团。 

（2）本次股份转让后，西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 30,141,61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04%）。自股份过户日起，交易双方作为公司的股东，除《股份转让

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根据各自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

法规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 

（1）经西旅集团与华侨城集团协商一致，本次股份转让价款以《股份转让

协议》签署之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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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价格人民币 6.99 元，结合本次股份转让总数，本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

523,260,132.12 元（大写：伍亿贰仟叁佰贰拾陆万零壹佰叁拾贰元壹角贰分）。 

（2）支付方式 

华侨城集团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西旅集团支

付 30%的保证金，即人民币 156,978,039.64 元（大写：壹亿伍仟陆佰玖拾柒万捌

仟零叁拾玖元陆角肆分）。 

在《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过户条件成就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华侨城

集团向西旅集团支付剩余 70%股份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366,282,092.48元（大写：

叁亿陆仟陆佰贰拾捌万贰仟零玖拾贰元肆角捌分）。 

4、股份临时保管与过户 

（1）在《股份转让协议》正式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西旅集团应当向华侨

城集团出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

司）查询的拟转让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等限制转让的情形的证明文件。 

在华侨城集团支付保证金后 5 个工作日内，西旅集团应当向登记结算公司提

出查询拟转让股份的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临时保管手续，获得股份证明文件和

临时保管确认函。 

（2）在华侨城集团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及时共同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将全部标

的股份过户至华侨城集团名下的手续。 

（3）在标的股份过户后，华侨城集团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

有对标的股份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并且西旅集团或者其它任何第三人针对标

的股份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者其它任何权利。 

5、表决权委托 

（1）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即股份过户后，西旅集团持有公司 30,141,61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西旅集团同意将公司该 30,141,612 股股份（以

下简称“委托授权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不可撤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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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委托给华侨城集团全权行使。委托期限为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 

（2）在委托期限内，华侨城集团可凭《股份转让协议》之约定行使前述委

托授权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西旅集团认可华侨城集团

受托行使前述委托授权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的行为，并

就此无异议。西旅集团同意根据华侨城集团需要出具相应的授权文件，以便华侨

城集团行使《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委托授权股份的受托权利。委托期限内，如

西旅集团行使前述委托授权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包括通过网络投票方式或现

场参会方式参与表决，该等权利行使应属无效。 

（3）在委托期限内，西旅集团将委托授权股份转让给其关联方或者一致行

动人的，应当保证该关联方或者一致行动人同意将受让的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

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不可撤销地无偿委托给华侨城集团全权行使，否则转让无

效。上述委托期限至《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在委托期限内，西

旅集团将委托授权股份转让给其关联方或者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方的，该部分股

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的授权自前述股份转让时终止，相关

权利不再由华侨城集团行使，但剩余股份的委托继续有效。 

6、《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 

（1）《股份转让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成立，并在满足以下条件时生效： 

① 本次股份转让获得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审批部门批准； 

② 本次股份转让经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③ 满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如

有）。 

（2）变更和解除 

① 《股份转让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

或补充协议。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股份转让协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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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至过户日之前，一方如发生任何可能对协议

书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或对标的股份有重大影响的情况时，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

该等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A 任何可能对《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对

任何一方提起诉讼、仲裁、调查或其他程序； 

B 任何监管机构的批文或指示。 

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可协商相应修改《股份转让协议》。 

③ 除《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因《股份转让协议》任何一方根本性

违约导致《股份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守约方有权解除《股份

转让协议》。 

④ 出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法律变动情形，导致《股份转

让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则西旅集团

与华侨城集团应在相关事由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就是否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

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的，可以解除《股份转让协议》。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如

《股份转让协议》因此解除，双方保证各自承担在本次股份转让发生的成本及费

用、互不追索。 

（3）《股份转让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被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其他机构裁定

为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应影响《股份转让协议》的其他条款或条件的有效性和可

执行性。 

（4）《股份转让协议》双方不得在未经他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形下转让《股

份转让协议》或《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或义务。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署时间 

西旅集团、华侨城集团、华侨城文化集团于 2017 年 07 月 02 日签署了《〈华

侨城集团公司、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

协议〉的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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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方权利、义务的转让与承担 

（1）华侨城集团、西旅集团、华侨城文化集团三方一致同意，华侨城集团

将《股份转让协议》中华侨城集团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华侨城文化集团，

华侨城文化集团受让华侨城集团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华侨城集团的全部权利、

义务。 

（2）《补充协议》签署后，《股权转让协议》合同项下华侨城集团的全部权

利和义务均由华侨城文化集团行使和承担，华侨城文化集团作为合同主体继续履

行《股权转让协议》；华侨城集团不再是《股份转让协议》合同主体，不再享有

任何合同权利和承担任何合同义务。 

（3）三方同意，《补充协议》签订前华侨城集团在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中

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华侨城文化集团享有和承担。 

3、各方争议的解决 

凡因履行《补充协议》所发生的或与《补充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首先应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应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机构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仲

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收购人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及受让意图调

查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西旅集团对受让人华侨城文化集团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

受让意图等已进行了合理调查和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1、受让人华侨城文化集团系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其主体资格及资信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受让方华侨城文化集团看好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积极参与西安市国资

委下属上市公司国企改革，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通过协议受让和表决权受托

的方式，获得西安饮食的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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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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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旅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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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不存

在权利限制的情形。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获得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审批部门批准； 

（二）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三）满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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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西安饮食股票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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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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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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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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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华侨城集团、西旅集团签署的《华侨城集团公司、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4、华侨城集团、西旅集团、华侨城文化集团三方签署的《华侨城集团公司、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

议》。 

 

二、备查地点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西安旅游大厦 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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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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义务披露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 

刘昌永      

 

2017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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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义务披露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 

刘昌永      

 

2017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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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西安市 

股票简称 西安饮食 股票代码 000721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安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1：西安维德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2：西安龙基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3：西安米高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注册

地 

信息披露义务

人：西安市碑

林区南二环西

段 27 号 

一致行动人 1：

西安市新城区

东新街 168 号

0512 室 

一致行动人 2： 

西安市新城区

东新街 168号 5

层 0528 室 

一致行动人 3：

西安市新城区

东新街 168号 5

层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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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

行动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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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旅集团同意将持有上市公司 30,141,612 股（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6.04%）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委托

给华侨城文化集团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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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 164,299,200 股 

持股比例：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 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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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变动种类：协议转让股份变动数量：74,858,388 股 

变动比例（占总股本的比例）：15.00% 

变动种类：股份表决权委托数量：30,141,612 股 

变动比例（占总股本的比例）：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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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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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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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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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附表之签

章页） 

 

 

 

 

信息义务披露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 

刘昌永      

 

2017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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