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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7－028 

优先股代码：360014      优先股简称：中原优 1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发起筹建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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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名称：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资金 

 标的金额：5 亿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受资产管理行业经营风险、政策风险、财务风险、市场

风险等因素影响，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履

行股东权利，督促其做好应对工作。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基本情况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不超

过 5亿元人民币，参与发起设立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信息以工商登记注

册为准，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持股不超过 10%，认购价格为 1元/股。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7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与发起筹建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三）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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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主体基本情况 

（一）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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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郑州市农业路东 41号投资大厦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农业路东 41号投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连昌  

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 

实际控制人：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

设备、投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

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河南投资集团是河南省政府的投融资主体，通过参控股的方式对省内重要行

业的企业进行相应的投资。投资业务集中于金融、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行业，其中包括中原银行、中原证券、中原信托三家金融机构，以及

同力水泥（股票代码：000885）、豫能控股（股票代码：001896）、安彩高科（股

票代码：600207）、中原证券（股票代码：601375，港股简称为中州证券：01375.HK）

4 家上市公司。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跟

踪评级公告》（联合 [2017]1133 号），河南投资集团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受益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河南投资集团最近三年主营

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3、与上市公司关系 

河南投资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大信审字[2017]第 16-00040

号），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河南投资集团资产总额 1,233.40 亿元，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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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444.91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5.25 亿元，利润总额 38.10 亿元，

净利润 26.88亿元。 

（二）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河传媒”）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农业路东 28号报业大厦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农业路东 28号报业大厦 19楼 

法定代表人：赵铁军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对传媒行业的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与咨询。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大河传媒主要业务有股权投资业务、固定收益业务、基金管理业务和实业投

资业务。近年来，主要业务发展稳定，取得了良好效益。 

3、与上市公司关系 

大河传媒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审计（众华豫分审字[2017]

第 004号），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大河传媒资产总额 65,917.77 万元，资产

净额 49,705.58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7,040.14 万元，净利润 3,508.06

万元。 

（三）国投资产管理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投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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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号 

法定代表人：刘良  

注册资本：65,000 万元 

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资产重组；自有设备租赁；与业务相关的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和产权经纪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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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国投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专门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全资子

公司，在主要服务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资产结构调整优化过程中，建立了专门

的资产管理制度、运作流程、风险防范体系，积累了丰富、独特的项目运作经验

和能力。通过对不良资产和非主业资产进行集中处置，加速变现，减少损失，有

效地支持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主业，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资产结构持续优化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多年来，公司通过采取多种综合手段，累计处置资产 132

余亿元，处置项目 1200 余个。 

3、与上市公司关系 

国投资产管理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21354

号），截止 2016年 12 月 31日，国投资产管理公司资产总额为 364,414.2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6,449.08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57,965.14 万元。2016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112.34 万元，净利润 17,475.43 万元。 

（四）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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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24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24号中国人保大厦 25--28层 

法定代表人：黄曰珉  

注册资本：365,000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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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原信托的业务主要是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类信托业务和自营资产管理业

务。自 2002 年末完成重新登记开展信托业务至 2016 年末，累计管理信托财产

4,919亿元，按时足额交付到期信托财产 3,589亿元，累计向客户分配信托收益

485 亿元，保持自主开发类信托理财产品到期本金兑付和预期收益实现率 100%

的优良记录。全部到期信托项目均实现信托目的。 

3、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为中原信托的股东，持有中原信托 31.91%的股份。除上述情况外，中

原信托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联

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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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CAC审字【2017】0059 号），

截止 2016 年 12月 31 日，中原信托固有资产规模 75.89亿元，所有者权益 72.84

亿元。受托管理信托资产 1,339.17亿元，其中集合类信托规模 764.04 亿元，单

一类信托规模 521.98 亿元，财产管理类信托 53.14亿元。2016年实现收入 14.98

亿元，利润总额 10.28 亿元，净利润 7.48亿元。 

（五）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号 19楼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注册资本：392,373.47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原证券是在河南省注册的唯一一家法人证券公司，业务涵盖经纪业务、投

资银行业务、投资管理业务、自营交易业务和境外业务。成立 14 年来，中原证

券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不断转型创新，走出了一条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发

展之路。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公司发展提速，先后实现了香港上市、香港增发

和 A股上市，成为全国 129家证券公司中第八家 H+A股上市公司，步入持续健康

快速增长的轨道，稳居全国证券公司第一方阵，成为“金融豫军”的代表性企业

之一。因贡献突出，公司 2014、2015 年度连续两年受到河南省委、省政府通报

嘉奖；在 2015年和 2016年证监会组织的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公司连续两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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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 A类券商。 

3、与上市公司关系 

中原证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 XYZH/2017BJA10391)，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原证券资产总额 4,038,457.26 万元，资产净额

1,058,211.63万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202,681.10 万元，净利润 71,864.62

万元。 

（六）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城控股”）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金水区鸿苑路 61号西园区 33号楼 202室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金水区鸿苑路 61 号西园区 33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保强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控股公司服务；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旅游、健康、医疗、体育、

文化等产业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颐城控股 2015 年主要业务以房地产开发为主，2016年开始转型，围绕“大

健康产业”，在原有房地产基础上，整合原有旅游、酒店、农林场等资源，并开

拓养老、医疗、大数据等产业。2017 年继续推进转型发展。保持原有房地产业

务的发展规模，积极扩展新业务。 

3、与上市公司关系 

颐城控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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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河南分所审计（中证天通（2017）审

字第 08069 号），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颐城控股资产总额 739,341.98 万元，

资产净额 193,923.56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2,824.39 万元，净利润

20,373.24 万元。 

（七）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中国”）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88 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建业总部港 E座 

法定代表人：刘卫星 

注册资本：236,000 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股东为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港股代码：0832.HK）。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濮示范地 2016-24 号宗地项目、濮示范地

2016-30 号宗地项目、濮示范地 2016-31号宗地项目、濮示范地 2017-05号宗地

项目）；房地产配套投资、咨询与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涉及资质证的凭

证经营）。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建业中国主要业务有房地产开发、商业管理、酒店管理、文化旅游、现代农

业和轻资产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逐渐形成了“森林半岛”、“联盟新城”、“壹号

城邦”、“桂园”及“建业十八城”等产品系列。目前，房地产开发业务已进入河

南的 18 个地级城市和 41 个县级城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建业中国开发

项目累计竣工建筑面积约 1865 万平方米，拥有在建项目共 55 个/期，在建总建

筑面积约 612 万平方米，土地储备建筑面积约 2102 万平方米，其中权益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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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1750 万平方米。其他商业管理、酒店管理、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和轻资产

业务也都稳步发展。 

3、与上市公司关系 

建业中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 

4、最近一年财务指标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

第 203028 号），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建业中国资产总额 36,717,432,601.07

元，净资产 7,130,983,419.85 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44,594,749.96 元，

净利润 651,733,980.78 元。 

（八）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基本情况 

名称：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企业性质：股份合作制 

注册地：郑州市农业东路 99号 

主要办公地点：郑州市农业东路 99号 

主要负责人：王哲 

注册资本：5,800 万元 

经营范围：履行对农村信用社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功能；组织农村信用社

之间的资金调剂；经批准参加资金市场，为农村信用社融通资金；办理或代理农

村信用社的资金清算和结算业务；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履行对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服

务职能，目前，已发展成为河南省机构网点最多、服务区域最广、存贷款规模最

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与上市公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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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经河南瑞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豫瑞会审字（2017）第 28号），截

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资产总额 2,943,537 万元，资

产净额 202,095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99,174.95 万元，净利润 9,343.55

万元。 

三、资产管理公司基本情况 

（一）名称、注册资本 

公司名称：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郑州 

以上信息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二）组建原则 

1、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吸收社会资本，实行混合所有制。 

2、机制市场化。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绩效考核、激励约束及投资项目运

作机制。 

（三）组建方式 

以新设方式组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与大河传媒投资有

限公司、国投资产管理公司、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中原信托投资有

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建业住宅集团（中国）

有限公司、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出资比例如下（实际股

权比例以工商注册为准）：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亿元） 

出资比例 
(％) 

甲方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现金 19.5 39 

乙方 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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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 国投资产管理公司 现金 5 10 

丁方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5 10 

戊方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现金 5 10 

己方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5 10 

庚方 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 现金 2.5 5 

辛方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现金 2.5 5 

壬方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现金 0.5 1 

 合计 现金 50 100 

（四）业务范围（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1、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 

2、投资及资产管理； 

3、私募基金管理； 

4、股权托管管理，受托资产管理； 

5、企业破产、清算等管理服务； 

6、参与兼并、收购、重组； 

7、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不含证券、期货）。 

法律法规允许开展的其他业务。 

（五）治理结构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河南投资集团推荐三名，公司推荐一名，资产

管理公司职工民主选举职工董事一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河南投资集团推

荐，由全体董事选举产生。 

资产管理公司设总裁一名，副总裁若干名。总裁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对董

事会负责，按章程规定行使职权。副总裁由总裁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建立

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员绩效年薪与年度业绩考核结构挂钩。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投资协议尚未签署，待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符合中央战略部署和河南发展，金融资产处置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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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广阔，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得到了河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长期发展前景向好，

公司参与发起筹建资产管理公司符合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

司金融板块，提高盈利能力，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六、风险分析 

本次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

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几个方面。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积极履

行股东权利，督促资产管理公司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一是密切跟踪政策变化，及

时调整业务方向，有效规避政策风险；二是加强市场趋势研判与业务模式创新，

构建穿越行业周期的核心竞争优势；三是建立系统全面的内控制度体系和风险管

理组织体系，实现规范化流程化操作；四是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打通多元化

融资渠道，合理配置资金资产；五是通过市场化选聘方式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

为资产管理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七、上网公告附件 

组建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