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17-146 

 

关于公司签订收购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千禧世豪”或“乙方”）

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胜世纪”或“丙方”）均为华

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人寿”或“目标公司”）股东，现

分别持有华夏人寿 20%和 13.41%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北京千禧世

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签订《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千

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公司或公司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拟以现金购买目标公司 21%—

25%的股权。 

2.本框架协议意在表达甲、乙、丙三方就标的股权转让事宜的意愿及初步

商洽的结果，本次交易事项最终以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3.本次交易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重组方案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

或评估/估值结果等作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以各方签署

的正式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鉴于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均为华夏人寿股东，现分别持有华夏人

寿 20%和 13.41%的股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公司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拟

收购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持有的华夏人寿 21%—25%的股权。公司已与

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签订《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千禧世

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 

（二）交易的批准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签订本协议的交易事项已提交 2017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73 次会议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重组方案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

或评估/估值结果等作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240,000 万元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 1 号 2 号楼 206 室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35718860 

6.法定代表人：韩咏梅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电子元器件。（未取得行政

许可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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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东情况：法人股东天津正天浩宇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59.5833%、大连智

光杰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40%，自然人股东韩咏梅持股 0.4167%。 

（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80,000 万元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号楼 4 单元 501 室内 D01 单元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802057076Q 

6.法定代表人：王震 

7.主要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

划；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中介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提供

信息源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开发后的产品、通讯设备、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环保设备、建筑材料、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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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东情况：法人股东宁波亿纬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96.8333%，自然人

股东王洪江持股 3.1667%。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或公司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拟收购标的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21%—25%的股权。 

华夏人寿成立于 2006 年 12月 30 日，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司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1,530,000 万元人民币 

（三）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2 号增 1 号于家堡

金融区服务中心 101-30 

（四）法定代表人：李飞 



 
 

 

 

（五）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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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股份占比（%） 

1 
北京世纪力宏计算机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 
306,000 20.00 

2 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06,000 20.00 

3 山东零度聚阵商贸有限公司 228,030 14.90 

4 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205,090 13.41 

5 北京百利博文技术有限公司 204,520 13.37 

6 天津华宇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171,960 11.24 

7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5.23 

8 其他 5%以下股东 28,400 1.85 

 合计 1,530,000 100.00 

（七）华夏人寿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合并报表） 

2017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93.48 87.7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24.49 125.22 

资产总额（万元） 47,597,131.04 39,146,328.29 

净资产（万元） 2,027,622.43 1,779,577.80 



 
 

 

 

项目 

（合并报表） 

2017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7,674,381.33 7,628,230.74 

净利润（万元） 34,518.47 96,147.97 

综合收益额（万元） 249,945.34 71,194.14 

数据来源：2017年华夏人寿第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2016年华夏人寿年度报告、万德资讯。 

（八）标的股权交易成交价格：本次标的股权交易定价不超过 310 亿元人

民币，最终价格将以本协议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审计、评估/

估值机构进行审计、评估/估值后出具的标的股权在评估/估值基准日资产评估/

估值报告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各方： 

1.甲方：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丙方：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4.标的股权：乙方和丙方合计持有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25%

的股权 

（一）目标公司 

目标公司系于 2006年 12月 30 日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现总股

本为 1,530,000万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目标公司从事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及相应再保险业务。 



 
 

 

 

（二）本次交易 

1.甲方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乙方和丙方合计持有的目标

公司 21%-2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或其指定

的控股子公司将成为目标公司第一大股东，标的股权的最终数量以甲方或其指

定的控股子公司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2.本协议各方同意，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的交易定价不超过 310 亿元人

民币，最终交易价格将以本协议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审计、评

估/估值机构进行审计、评估/估值后出具的标的股权在评估/估值基准日资产评

估/估值报告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估值

基准日以正式交易协议的约定为准。 

（三）定金条款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甲方分别向乙方和丙方支付定金共

计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向乙方支付定金 8亿元人民币，向丙方支付定金 2 亿元

人民币）；本协议各方同意，待本次交易正式协议生效后，前述定金自动抵扣相

应金额的交易价款。 

2.本协议各方同意，如因不可归咎本协议各方的原因致本次交易无法达成

的，乙方和丙方应在确定本次交易无法达成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 3.1

条约定的定金全部归还甲方；如因乙方或丙方的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达成的，

乙方和丙方应在确定本次交易无法达成之日起 7 工作日内将本协议 3.1条约定

的定金双倍返还给甲方；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达成的，乙方、丙方

将不予退还本协议 3.1 条约定的定金。 



 
 

 

 

（四）本次交易的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与转移事项，亦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 

（五）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需本协议各方根据审计、评估/估值结果，签署正式交易协议进一

步明确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并应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正式协议方可生效： 

1.正式交易协议经协议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并经其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签

章； 

2.本次交易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甲方（包

括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章程的规定的审议通过； 

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核准本次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批准

本次交易； 

4.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及标的股权进行尽职调查后确定的其他

生效条件。 

（六）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本协议各方同意，自标的资产审计（评估/估值）基准日至标的股权完成交

割日期间，标的股权的期间损益均由甲方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承担。 

（七）其他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各方均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以各方

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华夏人寿第一大股东，有利于扎实推进

保障民生、服务实业的战略布局。贵州是全国首个“保险助推扶贫攻坚示范区”，

公司的保险业务将始终坚持“保险姓保”这个根本不动摇，不忘初心、砥砺奋

进，加大服务民生力度，构筑保险民生保障网，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全

力支持贵州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助力贵州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绿色实业金融服务是公司的品牌定位、价值主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

心全意服务实业。公司顺应市场机遇，稳步推进“创新发展、服务实业”的战

略目标，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秉持绿色实业金融服务的品牌定位，打

造严管控、强合规的绿色金融服务，利用金融推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实现产

业资源的优化整合和高效配置，助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与资源共享。 

全力推进全面小康建设,必须用金融的模式推进贵州的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打造金融精准扶贫的贵州样板，创新扶贫方式，塑造乡村振兴新实践新模

式。创新实现以保险为核心的绿色金融服务，公司将以本次重大金融资产重组

为契机，加强以保险为核心的金融产业的有质量可持续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

于贵州省“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更加长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六、风险提示 

（一）本框架协议的签署，意在表达甲、乙、丙三方就标的股权转让事宜

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本次交易事项最终以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二）本次交易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重组方案尚需根据尽职调查、

审计或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以各方

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本次交易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机

构审批，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交易获批，公司将依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

法》的要求，调整公司相关资产股权结构。 

（五）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的规定，根据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73 次会议决议； 

（二）《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北

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