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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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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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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德证券”或“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为此，

本财务顾问特作出以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亦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2、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对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书面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3、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披露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4、在与委托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已采取严格的保密

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

诈问题。 

5、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

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6、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

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有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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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三毛派神、上市公司 指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国投、信息披露义务

人、本公司 
指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国资委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酒钢集团 指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毛集团 指 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泰华公司 指 甘肃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增持 指 甘肃国投在二级市场增持三毛派神股票的行为 

财务顾问、中德证券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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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意见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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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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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修订）》 

《准则第 16 号》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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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修订）》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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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兰州三毛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根据甘肃省国资委关于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兰州三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批复，甘肃国投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三毛派神（SZ.000779）的股票。本次增持完成后，甘肃国投将合计持有 18,137,771

股上市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 9.73%，三毛集团仍为三毛派神第一大股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

15 号》、《准则第 16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甘肃国投为本次增持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了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上

述法规的要求，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委托，担任其本次

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并就其所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出具

核查意见。本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核

查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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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内容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信息

披露义务人编制的《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主要包括

释义、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本次权益变动方式、资金来

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

交易、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其他重大事项与备查文件。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符合

《收购办法》、《格式准则第 15 号》、《格式准则第 16号》的要求，所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重要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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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308 号 

法定代表人 吴万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97,056.5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6654372581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有资本（股权）管理和融资业务，产业整合和投资业务，基金投

资和创投业务，上市股权管理和运营业务，有色金属材料的批发和

零售，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等。（凡涉及行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

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经营项目除

外）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23 日 

经营期限 2007 年 11 月 23 日至 2057 年 11 月 22 日 

主要股东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83.54%股权，酒泉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6.46%股权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308 号 

电话 0931-8732093 

传真 0931-8732093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嘉陵江街 568 号 

法定代表人： 阮英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6,091.7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224368939R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针纺织品，纺织机械，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的生产、批发零售，仓储、咨询服务（不含中介），服装鞋帽，羊

毛衫，电子产品（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施），住宿（限分支结构经

营）。市场服务，房屋出租。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12 日 

经营期限： 1996 年 8 月 12 日至 2046 年 8 月 12 日 

主要股东：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嘉陵江街 5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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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931-4592244 

传真： 0931-4592244 

（三）一致行动人关系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三毛集团为甘肃国投的全资子

公司，双方具有股权控制关系。 

因此，三毛集团是甘肃国投的一致行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甘肃国投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资委。甘肃省国资委直接持有

甘肃国投 83.54%的股权，通过酒钢集团间接持有甘肃国投 16.46%的股权，是甘

肃国投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及参股企业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甘肃国投拥有 6 家全资子公司和 6 家控股公司，主

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投资额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3.54% 16.46%

6
8

.0
9

%

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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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万元） 

1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有色金属开采

及冶炼等 
2,294,654.47 48.67% 1,116,839.18 

2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生产及投

资等 
360,000.00 100.00% 360,000.00 

3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农产品种植和

加工等 
56,576.00 100.00% 56,576.00 

4 
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

公司 
投资、基建等 68,433.00 100.00% 68,433.00 

5 
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股权投资、证

券投资、投资

咨询等 

5,000.00 100.00% 5,000.00 

6 
甘肃国投新区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城市基础设施

开发等 

30,000.00 78.95% 9,000.00 

7 
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咨

询管理等 
30,000.00 45.00% 13,500.00 

8 
兰州三毛纺织（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纺织品加工及

销售等 
39,612.00 100.00% 39,612.00 

9 
兰州兰电电机有限公

司 

机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等 
10,434.00 76.52% 7,984.00 

10 
甘肃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投资及资产管

理等 
200,000.00 54.00% 108,000.00 

11 
甘肃兴陇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基金、投资管

理等 
3,000.00 100.00% 3,000.00 

12 
丝绸之路大数据有限

公司 

数据处理及开

发等 
2,000.00 37.00% 74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甘肃国投参股的主要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投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铁矿石开采加工及冶

炼等 
800,000.00 31.91% 

2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冶炼、分离、产

品深加工等 
7,912.00 9.29% 

3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石油钻采设备、炼油

化工制造等 
14,127.62 7.00% 

4 
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煤炭资源勘查开发等 12,600.00 6.00% 

5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信托） 
信托金融等 150,337.49 43.98% 

6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股份制银行 52,091.00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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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投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7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股份制银行 40,040.00 2.79% 

8 
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地方股份制银行 24,300.00 1.82% 

9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所属单位出版物

的出版及版权服务等 
1,245.00 1.20% 

10 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皮革鞣制研发等 3,200.00 4.24% 

11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业务 37,567.05 5.94% 

12 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机、发电机制造

等 
8,664.00 19.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 3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的简要说明 

甘肃国投主要从事国有资本（股权）管理和融资业务，产业整合和投资业务，

基金投资和创投业务，上市股权管理和运营业务，有色金属材料的批发和零售，

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期简要财务状况 

近三年，甘肃国投（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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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13,793.43 25,423,095.97 23,922,046.92 

股东权益 9,347,469.70 8,632,211.01 9,124,910.63 

资产负债率 

（合并） 
63.65% 66.01% 61.86%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0,286,680.55 22,961,117.75 21,067,233.58 

营业利润 -550,146.34 -1,000,869.00 160,039.62 

净利润 -475,784.83 -866,871.43 203,934.36 

净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5.09% -10.04% 2.23%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之内遵纪守法情况 

甘肃国投最近 5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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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甘肃国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吴万华  董事长  中国  兰州 否  

武  浚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兰州 否  

李  辉 董事  中国  兰州 否  

何宗仁 董事  中国  兰州 否  

李晓安 董事  中国  兰州 否  

成平和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兰州 否  

刘明 监事  中国  兰州 否  

冯秀玲 监事  中国  兰州 否  

夏凯旋 副总经理 中国  兰州 否  

王文秀 副总经理 中国  兰州 否  

梅学千 副总经理 中国  兰州 否  

王成 副总经理 中国  兰州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

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甘肃国投直接或间接拥有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

股份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上市地点 代码 行业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7.00% 上海 603169 机械设备—专用设备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 
38.77% 上海 600192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甘肃省国资委直接或间接拥有其他上市公司 5%及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上市地点 代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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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66.81% 上海 603169 机械设备—专用设备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6.16% 上海 601212 有色金属—有色冶炼加工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 
50.34% 深圳 000552 采掘—煤炭开采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29.93% 深圳 300534 医药生物—中药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54.79% 上海 600307 黑色金属—钢铁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 
38.77% 上海 600192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4.58% 上海 600108 农林牧渔—种植业与林业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62.54% 深圳 000791 公用事业—电力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34.74% 上海 600543 食品饮料—饮料制造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62.40% 上海 603999 信息服务—传媒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甘肃国投、甘肃省国资委直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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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情况如下： 

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单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国投 150,337.49 万元 43.98%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国投 3.76 亿股 5.94%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甘肃国投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即

不存在：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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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

文件 

甘肃国投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提供了相

关说明文件，情况如下： 

（一）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明，或者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法人、其他组织

的证明文件 

甘肃国投为在中国境内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提交了营业执照等法

人组织的证明文件。 

（二）基于收购人的实力和从业经验对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

明，收购人拟修改公司章程、改选公司董事会、改变或者调整公司主营业务的，

还应当补充其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说明 

甘肃国投为三毛集团控股股东，三毛集团为三毛派神控股股东，在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甘肃国投作为三毛集团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三毛集团作为三毛

派神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近期不存在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改

变或者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 

（三）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应提

供避免同业竞争等利益冲突、保持被收购公司经营独立性的说明 

甘肃国投与三毛派神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甘肃国投与三毛派神之间发生的

关联交易，定价均为市场定价，不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况；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同业竞争等利益冲突，不会影响三毛派神业务经营的独立性。 

（四）收购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 年

未变更的说明 

甘肃国投最近两年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甘肃省国资委，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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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

业及主营业务的说明；收购人或其实际控制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还应当提供其持股 5%以上的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说明 

甘肃国投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公司核心业务以及控股子公司核心

业务进行了详细说明，在第六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

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中对持股 5%以上的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了情况说明。 

（六）财务顾问关于收购人最近 3 年的诚信记录、收购资金来源合法性、

收购人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以及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的核查意见；收购人成立未满 3 年的，财务顾问还应当提供其控股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最近 3 年诚信记录的核查意见。 

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的诚信记录、

资金来源合法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以及相关信息披露内

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出具了核查报告，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甘肃国投成立时间已满 3 年。 

（七）境外法人或者境外其他组织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除应当提交第一

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文件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文件：（一）财务顾

问出具的收购人符合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条件、具有收购上市公司的能

力的核查意见；（二）收购人接受中国司法、仲裁管辖的声明。 

甘肃国投为在中国境内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九、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一致行动关系、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主要业务情况、主要财务情况等真实、准确、完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监高最近 5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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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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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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决定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甘肃国投基于对三毛派神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三毛派神

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甘肃国投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三毛派神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权益变动决定已履行的程序及具体时间 

2017 年 5 月 9 日，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省

政府国资委关于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的批复》（甘国资发改组〔2017〕147号），甘肃省国资委决定同意进行

本次权益变动，权益变动的方式为二级市场增持。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

权益变动目的合法、合规、真实、可信；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所

需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人如实公告了未来可能的增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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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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控制三毛派神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甘肃国投直接持有三毛派神股票数量变更为

18,137,771股，持股比例为 9.73%，甘肃国投全资子公司三毛集团（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有三毛派神股票数量为 28,472,568股，持股比例为 15.27%。 

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甘肃国投增持三毛派神股票

9,322,081股，占三毛派神总股本的 5.00%。以上股份均为普通股。 

本次增持完成后，甘肃省国资委仍为三毛派神的实际控制人，故本次增持不

会导致三毛派神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甘肃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三毛

派神股票共计 9,322,081股，具体情况如下： 

成交日期 买卖标志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数量 

（股） 

成交金额 

（元） 

2017 年 6 月 12 日

至 31 日  
买入 13.85  3,371,180.00  46,696,585.09  

2017 年 7 月 买入 13.90 2,355,500.00 32,738,481.79 

2017 年 8 月 买入 13.93 1,519,400.00 21,167,351.00 

2017 年 9 月 买入 15.43 1,964,801.00 30,326,517.07 

2017 年 10 月 1 日

至 13 日 
买入 15.91 111,200.00 1,769,73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三毛派神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持股票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前（2017 年 6 月 11 日） 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三毛集团 28,472,568 15.27 28,472,568 15.27 

甘肃国投 8,815,690 4.73 18,137,771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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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 149,152,762 80.00 139,830,681 75.00 

总计 186,441,020 100 186,441,020 10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三毛集团所持三毛派神股份共质押 9,157,740股，占

三毛派神总股本的 4.91%。 

除上述情形外，甘肃国投及三毛集团所持三毛派神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

情形，亦不存在权属纠纷情形。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质押股数

（股） 
质押权人 

1 9,157,740 甘肃国投 

合计 9,157,740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甘肃国投仍为三毛集团的控股股东，

三毛集团仍为三毛派神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三毛派神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对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三毛派神的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9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交易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4,000 万元，为二级市场现金增持，资金来源

为甘肃国投自有资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三毛派神股份的资金全部来自于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三毛派神及其他关联方的情

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信息义务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三毛派神股票，所需

资金全部为甘肃国投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无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三毛派神及

其关联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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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

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

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就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公

司章程》的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

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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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

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关于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八、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近期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资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章程、员工、分红、业务和组织结

构等方面均没有调整计划，保持了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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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三毛派神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三毛派神与甘肃国投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之间在

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经营的能力。 

（一）资产独立性 

目前，三毛派神资产独立、产权明晰，不存在权属争议。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三毛派神的资产将继续保持良好的独立性及完整性。 

（二）人员独立性 

三毛派神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完全独立。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企业职工

安排问题，三毛派神人员的独立性仍将得到有效保障。 

（三）财务独立性 

三毛派神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具有规范的财务会 

计制度，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三毛派神在银行

单独开立账户，并依法独立纳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共用银行账户或合并纳税的

情形。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三毛派神将继续保持良好的财务独立性。 

（四）机构独立性 

三毛派神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的管理运 

作体系，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合署办公或机构混同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三毛派神将继续保持机构独立。 

（五）业务独立性 

三毛派神具有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活动的权力，拥有完整的法人财产权，包

括经营决策权和实施权；拥有必要的人员、资金和技术设备，以及在此基础上按 

照分工协作和职权划分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组织，能够独立支配和使用人、财、

物等生产要素，顺利组织和实施生产经营活动，面向市场独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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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关联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前 24 个月内，三毛派神与信息披露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

方之间发生和存在的重大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 

单位：万元  

购买

方 

出售

方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转让资产

的账面价

值（万元） 

转让资产的

评估价值 

（万元） 

转让价格

（万元） 

关联交易 

结算方式 

三毛

集团 

三毛 

派神 

出售固

定资产

（ 土

地） 

以专业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

价为基础，确

认为起拍价并

不以低于起拍

价 的 价 格 交

易。 

28,255 45,238.74 49,538.8 

按照签订的交易合

同，分期结算，现

已全部支付。 

三毛 

派神 

泰华

公司 

购买固

定资产

（ 土

地） 

以专业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

价为基础，确

认为起拍价并

不以低于起拍

价 的 价 格 交

易。 

- 3,504.88 3,503.80 
按照签订的交易合

同，现已全部支付。 

泰华公司为三毛派神股东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泰华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事项构成

了关联交易。 

三、关于同业竞争 

甘肃国投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与三毛派神不同，甘肃国投

与三毛派神不存在同业竞争。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不会影响三毛派神的独立性，不会对关

联交易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同业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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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重大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三毛派神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三毛派神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请见“第

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之“二、关于关联交易”。 

二、与三毛派神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三毛派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

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三毛派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三毛派神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四、对三毛派神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三毛派神有重大

影响的任何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甘肃国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三毛集团与三毛派神之间交易已

经按照关联交易予以了披露；甘肃国投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三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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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重大

交易；不存在拟更换三毛派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不

存在对三毛派神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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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

股份的情况 

甘肃国投于 2017年 4月 20日-2017年 10月 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增持三毛派神股票，占三毛派神总股本的 7.58%。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成交日期 买卖标志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数量 

（股） 

成交金额 

（元） 

2017年 4月 20日

至 30 日 
买入 13.93  2,577,563 35,906,711 

2017 年 5 月 买入 14.48  2,047,147 29,637,619 

2017 年 6 月 买入 13.81  3,557,380.00  49,111,329.46  

2017 年 7 月 买入 13.90  2,355,500.00  32,738,481.79  

2017 年 8 月 买入 13.93  1,519,400.00  21,167,351.00  

2017 年 9 月 买入 15.43  1,964,801.00  30,326,517.07  

2017年 10月 1日

至 13 日 
买入 15.91  111,200.00  1,769,735.00  

 

除上述情况外，甘肃国投和三毛集团前 6个月之内未有其它买卖三毛派神股

票的行为。此次股票增持完成后，甘肃国投及三毛集团持有三毛派神股票数量变

更为 46,610,339股，持股比例 25.00%。三毛集团仍为三毛派神第一大股东。甘

肃国投和三毛集团及时履行了披露义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

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除上述已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

买卖三毛派神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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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甘肃国投对最近六个月增持行为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信

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及直系亲属不存在最近六个月违规买卖三毛派神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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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最近三年财务报表 

甘肃国投2014-2016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

致行动人介绍 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 3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期简要财务状况”中相关情况。 

二、审计意见及主要会计政策 

（一）审计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甘肃国投 2014 年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甘肃国投 2015 年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甘肃国投 2016 年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甘肃国投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

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发布、财政部

令第 76 号修订）、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1 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

计准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甘肃国投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

某些金融工具外，财务报表均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

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甘肃国投自报告期末至少 12 个月内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无影响持续经营能

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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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 

甘肃国投最近三年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甘肃

国投主要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主要财务数据、审计意见、会计政策等真实准确的反映了

甘肃国投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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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股份增持有关的

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份增持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

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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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需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

项。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的情况 

本财务顾问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指导相关人员学习上市公司运

作的相关法规，充分告知了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在本次权益变动过程中，督

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履行相关报告、公告及其他法定审批程序。本财务顾问将

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规范化运作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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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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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侯巍 

 

财务顾问主办人：              

                   郝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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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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