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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申达股份 

股票代码：    600626 

 

 

收购人名称：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上海市娄山关路 85 号东方国际大厦 A 座 22－24 层 

通讯地址：    上海市娄山关路 85 号东方国际大厦 A 座 22－24 层 

 

 

 

 

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期：二零一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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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1、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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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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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在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收购已经获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本次收购涉及的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划转至收购人的批准，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

对本次收购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本次重

组涉及的中国境内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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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收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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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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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东方国际集团、收购人、本公司、公司 指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纺织集团 指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国盛集团 指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申达股份、上市公司 指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600626.SH） 

申达集团 指 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创业 指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600278.SH） 

本次收购、本次股权划转、本次联合重

组 
指 

2017 年 8 月 30 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下发《关于上海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与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

的通知》，将所持纺织集团 27.3291%股权

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划转至东方国际集团，

划转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将国盛

集团所持纺织集团 49%股权以经审计的净

资产值划转至东方国际集团，划转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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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天城/法律顾问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系收购方的法律

顾问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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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ORIENT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注册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 85 号东方国际大厦 A 座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童继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 

实收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31927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纺织品、服装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

营、合作生产、三来一补业务，经营技术进出口业务和轻纺、服装行业的国外工

程承包业务、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承办国际货运代理业

务，产权经纪，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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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1994 年 10 月 25 日至永久 

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 85 号东方国际大厦 A 座 22-24 层 

联系电话：021-62789999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情况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授权

上海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上海市国资委出资人民币 8 亿

元，占东方国际集团 100%股权。上海市国资委是东方国际集团的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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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东方国际集团股权关系如下图： 

 

根据上海市国资委 2017 年 9 月 5 日向东方国际集团和国盛集团下发的《关

于将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划转至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的通

知》，为进一步优化国资布局，上海市国资委将所持东方国际集团 34%的股权划

转至国盛集团。目前东方国际集团、国盛集团正在就以上股权划转事宜进行相关

准备工作，并将适时完成有关变更登记。在以上股权划转完成后，东方国际集团

股权关系将变成如下形式：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东方国际集团是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主要从事综合

贸易、现代物流、大健康产业、电子商务、资产经营和投资发展等业务。其中，

在综合贸易业务方面，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服装、机电、轻工产品、大宗原材料、

化工产品、医疗器械、矿产资源、机械设备等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在现代物流业

务方面，公司主要从事以口岸物流为主的国际货代、仓储、中转、分拨、拼箱、

堆场、国际航运、国际船代、第三方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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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东方国际集团主要全资、控股子公司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企业名称 

直接持

股比例

（%）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1  

东方国际

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 

70.16 52,224.17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浦东大

道 1476 号

1010 室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统一组织或核定

经营的进出口商品以外的商品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三来一补”和进

料加工，生物、医药化工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国际货运代理，

实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对销贸

易、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批发非

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

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服装服

饰、鞋帽、针织品、皮革制品、箱

包、日用品。 

2  

东方国际

集团上海

市对外贸

易有限公

司 

100 54,840.34 
娄山关路 85

号 

进口一二三类和出口二三类商品，

技术进出口，转口贸易，独联体及

东欧易货贸易，＂三来一补＂及中

外合资合作，钢材，有色金属，生

铁，塑料，化工原料（涉及危险化

学品经营的，按许可证核定范围经

营），医疗器械（详见许可证）及

日用工业消费品外转内，国际招标，

邮购，汽车（含小轿车），开展燃

料油的自营和代理进口业务，百货

零售，社会经济咨询，化妆品销售；

国内贸易；贷运代理；仓储；批发

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

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展览展示服务，煤

炭经营（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 

3  

东方国际

集团上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00 47,368.71 

上海市虹口

区四川北路

1666 号 1403

室 

资产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

营，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建

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房

屋建设工程施工，商务咨询，电脑

图文设计制作，会展会务服务，计

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园林

绿化养护；销售建筑装潢材料，建

筑材料，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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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直接持

股比例

（%）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公用品，服装，服装辅料，针纺织

品，汽车配件，五金交电，金属材

料，橡塑制品，日用百货。 

4  

东方国际

集团上海

投资有限

公司 

100 50,000.00 

上海市长宁

区娄山关路

85 号 B 座

1104 室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收购人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35,061.68 1,520,962.96 1,518,315.68 

负债总额 732,427.81 689,555.51 676,335.42 

所有者权益 902,633.88 831,407.44 841,980.25 

资产负债率 44.80% 45.34% 44.55%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279,047.65 2,167,314.83 2,085,255.12 

营业利润 100,438.48 52,293.91 43,650.60 

利润总额 103,475.05 59,912.24 48,421.08 

净利润 84,989.06 46,203.40 38,64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归属于母公司） 
10.68% 5.17% 4.51%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行政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不存在其他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东方国际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

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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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证件号码 本人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

居留权 

童继生 310103196203120032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无 

朱勇 310102196302174419 总裁、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徐士英 310108194801164425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朱健敏 310103195104034484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王佳 310101196405151643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汪剑芳 31010319480328324X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肖义家 310102194803103214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薛晓峰 310109195511123255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上海 无 

谢子坚 310103195804272838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5%以上发行在外的

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

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

名称 
证券代码 主营业务 

直接和间接

持股比例

（%） 

备注 

1 东方创业 600278 
货物贸易、

现代物流 
70.51 

东方国际集团直接持有东方创

业 70.16%的股权，通过东方国

际集团上海市家用纺织品进出

口有限公司持有东方创业 0.30%

的股权，通过东方国际集团上海

市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东

方创业 0.05%的股权。 

（二）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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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在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指导思想的重要

举措，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创新转型。 

根据《“十三五”时期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规划》，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

设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为示范引领，积极融

入和主动服务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着力提

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助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本次收购，有助于进一步优化上海市外贸行业的国资布局，充分发挥上海国企在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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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所拥

有权益的申达股份股份之计划。如未来收购人因业务发展和公司战略需要进行必

要的业务整合或调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17 年 8 月 30 日，上海市国资委下发《关于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与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的通知》，决定对纺织集团与东方国际

集团实施联合重组，将所持纺织集团 27.3291%股权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划转至

东方国际集团，划转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将国盛集团所持纺织集团 49%

股权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划转至东方国际集团，划转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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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 9 月 20 日，国盛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国盛集团向东方国际集

团划转纺织集团 49%的股权。 

3、2017 年 9 月 27 日，纺织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上海市国资委、国盛集

团分别向东方国际集团划转纺织集团 27.3291%和 49%的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受让权。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申请人因实施本次收购而触发的对申达股

份的要约收购义务。 

2、本次收购尚须通过商务部对本次重组涉及的中国境内经营者集中申报审

查。东方国际集团承诺，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完成相关审核程序，在商务部对本次

联合重组涉及的中国境内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之前，不实施本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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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数量及比例 

本次收购前，东方国际集团未持有申达股份的股份。纺织集团通过申达集团

间接持有申达股份 220,692,510 股股份，占申达股份股份总数的 31.07%，是申达

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收购前，申达股份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东方国际集团将成为申达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申达股份

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本次收购完成后，申达股份的产权控制关系如

下图所示： 

 

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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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30 日，上海市国资委下发《关于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与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的通知》，将所持纺织集团 27.3291%股权

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划转至东方国际集团，划转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将国盛集团所持纺织集团 49%股权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划转至东方国际集团，划

转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股权划转涉及的申达股份 220,692,510

股股份中，有 5,067,100 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其中 1,680,000 股冻结期自 2016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3,387,100 股冻结期自 2016 年 11 月 16 日

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 

除以上情形外，截止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股权划转涉及的上市公

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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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截

止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

项或为避免对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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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声明！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童继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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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童继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