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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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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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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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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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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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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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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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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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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权益

变动报告书 
指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焦作万方/公司 指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泰安

成 
指 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伊华和泰 指 樟树市伊华和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佰晟实业 指 上海佰晟实业有限公司 

伊电控股 指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龙泉电力 指 伊川龙泉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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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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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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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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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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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樟树市伊华和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张量） 

认缴出资额 200,100万元 

住所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盐城大道干部小区36栋楼底150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82MA364RKF35 

成立时间 2017年7月26日 

合伙期限 2017年7月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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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盐城大道干部小区36栋楼底150号 

联系电话 0755-263389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和泰安成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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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和泰安成全体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樟树市伊华和泰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0.05% 货币 

2 霍斌 有限合伙人 200,000.00 99.95% 货币 

合计 - 200,100.00 100.00%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和泰安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伊华和泰为和泰安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樟树市伊华和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盐城大道干部小区 36 栋楼底 149 号 

法定代表人 霍斌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82MA364MH32D 

成立时间 2017 年 7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

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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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和泰安成的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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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斌先生为和泰安成有限合伙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霍斌 男 41030519******1539 中国 河南 无 

3、和泰安成的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伊华和泰为和泰安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霍斌先生持有伊华和泰 40%股权，

担任伊华和泰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此外，霍斌先生持有和泰安成 99.95%份额。

霍斌先生为和泰安成的实际控制人，其基本情况见本节“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的

基本情况/2、和泰安成的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和泰安成实际控制人霍斌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下

属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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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海佰晟实业有限公司 6,000 霍斌持股 100% 

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

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有色金属制品、钢材、机械设备，煤炭经营，商务

信息咨询（除经纪），计算机软件开发，广告设计、制作，物业管理，电子

产品、通信设备维修（除特种设备），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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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投资 

       2  
洛阳巨创轴承科技有限

公司 
5,000 霍斌持股 75.75% 

轴承及零配件、磨料磨具、硬质合金、工夹量模具、机械及电气工艺设计、

生产、销售；计量器具检测；五金交电、百货的销售；计算机开发应用；仪

器仪表的销售与维修；本公司经营项目的进出口贸易 

轴承及零

配件销售 

       3  
洛阳佰晟机电装备有限

公司 
6,000 霍斌持股 63.13% 

机电设备、轴承及零配件、硬质合金、磨具、机械及电气工艺设计、生产、

销售；五金交电、百货、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等危险化学品）、

劳保用品、办公用品的销售，仪器仪表的销售与维修，计量器具检测，从事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机电设备、

轴承及零

配件生产、

销售 

       4  
洛阳巨创特种轴承有限

公司 
1,500 霍斌持股 60% 

轴承及零配件、磨料磨具、工夹量模具、机械及电气工艺设计、生产、销售；

计量器具检测；计算机开发应用；五交、百货的销售；本公司经营项目的进

出口贸易 

轴承及零

配件生产、

销售 

       5  
抚州尚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霍斌持股 60% 

实业（金融、证券、期货、保险除外）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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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投资

管理 

       6  大连富森地产有限公司 2,000 霍斌持股 60% 
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的销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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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

发 

       7  
大连港汇房地产有限公

司 
800 霍斌持股 3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供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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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

发及销售 

       8  上海东巨太阳能材料科 200 霍斌持股 25% 太阳能电片及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太阳能电

http://www.qixin.com/company/6196add8-cd70-4dbe-ae85-13fe3f8c6e9f
http://www.qixin.com/company/6196add8-cd70-4dbe-ae85-13fe3f8c6e9f
http://www.qixin.com/company/06bbca9e-438e-4f36-9a57-21d1e216508c
http://www.qixin.com/company/06bbca9e-438e-4f36-9a57-21d1e216508c
http://www.qixin.com/company/fb8dd4be-651d-4dda-b169-a0804cc705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fb8dd4be-651d-4dda-b169-a0804cc705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435904ad-1479-421a-b288-942fb8e6da98
http://www.qixin.com/company/435904ad-1479-421a-b288-942fb8e6da98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a4c8f0-80ba-4057-8dc5-6146a957d95d
http://www.qixin.com/company/7970d4ba-41c0-46cd-88b3-80e577c4f275
http://www.qixin.com/company/7970d4ba-41c0-46cd-88b3-80e577c4f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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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技有限公司 开展经营活动】 片及配件

销售 

       9  伊川龙泉电力有限公司 132,000 
上海佰晟实业有限

公司持股 100% 

电力生产供应，电工器材购销。（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

不得经营） 
电力生产 

       10  
洛阳巨创精密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180 

洛阳巨创轴承科技

有限公司持股

100% 

轴承及轴承零配件、机械及电气设备、工夹量模具、机械备件的设计、生产、

加工、销售 

轴承及零

配件加工、

销售 

       11  洛阳龙海置业有限公司 15,000 
伊川龙泉电力有限

公司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咨询；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 

房地产开

发 

       12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263.16 
伊川龙泉电力有限

公司持股 81.31% 

对火力发电、房地产开发、铝冶炼及制品、铝产品深加工、阳极炭块、货物

运输等企业的控股管理 
控股投资 

       13  
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 

伊川龙泉电力有限

公司持股 80%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保险、证券和银行及

其它金融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财务管理咨询、投资项目策划（不

含证券咨询、人才中介服务、其它限制类项目） 

实业投资 

       14  
伊电控股集团矿业有限

公司 
5,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铅、锌、铁采选、销售；钨、钼矿产品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从事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钨、钼矿产

品销售 

       15  
伊电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5,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钢材、机械设备、劳防用品、电子设备及

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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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原材

料贸易 

       16  
伊电集团（山西）铝业

有限公司 
20,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合金铝、电解铝、氧化铝、铝板、带、箔、铝涂层料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

售；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电力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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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制品销

售 

http://www.qixin.com/company/6196add8-cd70-4dbe-ae85-13fe3f8c6e9f
http://www.qixin.com/company/6196add8-cd70-4dbe-ae85-13fe3f8c6e9f
http://www.qixin.com/company/6196add8-cd70-4dbe-ae85-13fe3f8c6e9f
http://www.qixin.com/company/bb3b51b7-72d9-4465-9914-0d56b401e492
http://www.qixin.com/company/7b234fc6-515c-4b81-a698-8f83e2c8b276
http://www.qixin.com/company/0cb1abf8-898e-4296-8682-0bc0bedf29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0cb1abf8-898e-4296-8682-0bc0bedf29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85a3e3ef-df3e-4f0f-b9e9-52f23567350b
http://www.qixin.com/company/85a3e3ef-df3e-4f0f-b9e9-52f23567350b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307a2871-37f2-41ff-8470-3008d729613c
http://www.qixin.com/company/307a2871-37f2-41ff-8470-3008d729613c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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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7  
伊电控股集团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20,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有色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冶金原料辅助材料、钢材、机械设备、劳保用品、电子设备及配件的

批发与零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许

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进出口贸

易 

       18  
伊电集团洛阳供电有限

公司 
6,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电力销售；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备运行维护 电力销售 

       19  
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

公司 
2,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工矿设备、冶金设备、电力设备购销以及安装、维护、检修；电力设施承装、

承试、承修；建筑工程施工，水、电安装 
设备检修 

       20  
伊川天灵脱硫制粉有限

公司 
1,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环保脱硫剂、建筑材料、石灰粉的产销 

环保脱硫

剂生产、销

售 

       21  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5,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80% 

房地产开发；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

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绿化管理；工程设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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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

发 

       22  
洛阳龙泉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37,952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75%，亨

龙有限公司持股

25% 

煤洁净燃烧技术火力发电、售电 发电、售电 

       23  
洛阳豫港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35,64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75%，亨

龙有限公司持股

25% 

煤洁净燃烧技术火力发电、售电。** 发电、售电 

http://www.qixin.com/company/0a7ffc1c-c4b7-464c-b075-5615f2f9c53f
http://www.qixin.com/company/0a7ffc1c-c4b7-464c-b075-5615f2f9c53f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c7413d33-ebad-441b-9641-633c6d800624
http://www.qixin.com/company/c7413d33-ebad-441b-9641-633c6d80062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30973117-763e-4bbc-a682-3231c7ec479a
http://www.qixin.com/company/30973117-763e-4bbc-a682-3231c7ec479a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aad00d0f-9906-4432-ba02-16a08a621cf5
http://www.qixin.com/company/aad00d0f-9906-4432-ba02-16a08a621cf5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173916c3-a431-4df8-a326-10aa12fb278c
http://www.qixin.com/company/173916c3-a431-4df8-a326-10aa12fb278c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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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24  伊川天松实业有限公司 1,000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51% 

金属材料(不含贵重金属）、钢铁、铝产品加工、销售，电力安装，花草种植

及养护 

铝产品加

工、销售 

       25  
深圳市东耀伊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1 

深圳市东奕永泰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99.9990% 

受托资产管理（不含保险、证券和银行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

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咨询、人才中介服务、培训

和其它限制项目）；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投资管理 

       26  
洛阳中腾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50 

洛阳龙海置业有限

公司持股 100% 
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物业管理 

       27  
广西凯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800 

洛阳龙海置业有限

公司持股 6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产开

发 

       28  豫港（集团）有限公司 
16,378.95

万港币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投资控股 投资控股 

       29  亨龙有限公司 1 万港币 
豫港（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投资控股 投资控股 

       30  添宝创建有限公司 
10 万港

币 

豫港（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投资控股及贸易 

投资控股

及贸易。 

       31  
伊电置业（上海）有限

公司 
5,000 

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酒店管理，停车服务，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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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

发 

       32  
伊电置业(大连)有限公

司 
5,000 

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及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绿化管

理服务；建筑工程设计及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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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

发 

       33  天津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绿化管理； 房地产开

http://www.qixin.com/company/579ea3be-5e71-4fdb-8d16-7ef1f4fdf15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6589253c-c7c0-48ca-8444-338cb51dd3aa
http://www.qixin.com/company/6589253c-c7c0-48ca-8444-338cb51dd3aa
http://www.qixin.com/company/0cb1abf8-898e-4296-8682-0bc0bedf29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0cb1abf8-898e-4296-8682-0bc0bedf29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0cb1abf8-898e-4296-8682-0bc0bedf29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2bf6079c-acc6-44d5-8c96-41ce4d5e97df
http://www.qixin.com/company/2bf6079c-acc6-44d5-8c96-41ce4d5e97df
http://www.qixin.com/company/bb3b51b7-72d9-4465-9914-0d56b401e492
http://www.qixin.com/company/bb3b51b7-72d9-4465-9914-0d56b401e492
http://www.qixin.com/company/5c51248f-6aa0-4ae2-91f5-0423c1c13793
http://www.qixin.com/company/5c51248f-6aa0-4ae2-91f5-0423c1c13793
http://www.qixin.com/company/bb3b51b7-72d9-4465-9914-0d56b401e492
http://www.qixin.com/company/bb3b51b7-72d9-4465-9914-0d56b401e492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http://www.qixin.com/company/4c4f800e-9bd5-44b2-806f-ee380a91e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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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持股 100%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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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34  伊川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5,000 
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酒店管理服务；

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管理；工程设计、施工 

房地产开

发 

       35  栾川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5,000 
伊电置业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服务；酒店管理服务；专业停

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建筑装饰；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 

房地产开

发 

       36  
河南龙泉金亨电力有限

公司 
96,300 

洛阳豫港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

100% 

电力生产、销售 
电力生产、

销售 

       37  
洛阳豫港龙泉高精度铝

板带有限公司 
45,000 

洛阳豫港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

100% 

铝板、带、箔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许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铝板、带、

箔及相关

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38  
洛阳伊川龙泉坑口自备

发电有限公司 
46,000 

洛阳豫港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 75% 
生产、销售电力 发电、售电 

       39  
伊川豫港龙泉铝业有限

公司 
67,000 

添宝创建有限公司

持股 100% 
铝板锭、铝棒、铝型材的生产和销售 

铝型材生

产及销售 

       40  
河南豫港龙泉铝业有限

公司 
63,000 

添宝创建有限公司

持股 70% 
合金铝、电解铝产品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 

合金铝生

产及销售 

       41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

公司 
67,000 

添宝创建有限公司

持股 60% 
合金铝、铝板材加工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合金铝生

产及销售 

http://www.qixin.com/company/2ff032f1-be99-4ba3-b67d-9d96c3339c37
http://www.qixin.com/company/2ff032f1-be99-4ba3-b67d-9d96c3339c37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981b4325-bc32-4d8b-a57b-6edece59285e
http://www.qixin.com/company/981b4325-bc32-4d8b-a57b-6edece59285e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http://www.qixin.com/company/2dd628ab-0dea-4ca1-b0a7-0b331a8473e2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和泰安成成立于2017年7月26日，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和泰安成执行事

务合伙人伊华和泰成立于2017年7月25日，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和泰安成和

伊华和泰设立至今均不足一年，暂无相关的财务数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诉讼或仲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和泰安成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泰安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张量先生，其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张量 男 35020319******4035 中国 北京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张量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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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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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和泰安成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伊华和泰、实际控制人

霍斌先生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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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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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决策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泰安成认可并看好焦作万方的未来发展前景，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增持焦作万方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泰安成已成为焦作万方第一大股

东。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泰安成将推动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不排

除借助上市公司平台、整合优质资产的可能性，进而不断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

力、核心竞争力，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为股东创造更多收益。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泰安成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进一步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若未来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和泰安成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

办法》、《准则 15 号》、《准则 1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应的法定程序。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2017 年 8 月 7 日，和泰安成全体合伙人召开会议，一致作出如下决议： 

1、同意和泰安成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焦

作万方 104,612,990 股流通股股份。 

2、同意和泰安成根据证券市场情况、焦作万方股价走势，以及和泰安成的

资金情况，择机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焦作万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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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2017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6 日，和泰安成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在

二级市场买入焦作万方 19,725,250 股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焦作万方 178,829,962 股普通股股份，

占焦作万方总股本的比例为 1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焦作万方 198,555,212 股普通股股份，

占焦作万方总股本的比例为 16.65%，为焦作万方第一大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焦作万方 198,555,212 股普通股

股份，占焦作万方总股本的比例为 16.65%；其中质押股份 121,150,000 股，占焦

作万方总股本的 10.16%。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和泰安成所持有的焦作万方股份不存

在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或者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受限

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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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和泰安成持有焦作万方 198,555,212 股股份，其中包

括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焦作万方 104,612,990

股股份以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买入焦作万方 93,942,222 股股份，

合计支付资金额约 207,505 万元，资金来源为有限合伙人霍斌先生的有限合伙份

额出资 200,000 万元以及霍斌先生全资子公司佰晟实业已提供的借款 7,671.974

万元。 

根据霍斌先生与佰晟实业、和泰安成签署的《协议》，霍斌先生对和泰安成

的有限合伙份额出资 200,000 万元由佰晟实业代缴，系佰晟实业对霍斌先生的债

权，自佰晟实业代霍斌先生缴足 200,000 万元出资之日起，期限为 5 年，未约定

借款利率。 

根据和泰安成与佰晟实业签署的《借款合同》，佰晟实业将向和泰安成出借

资金 50,0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借款利率

为浮动利率，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利率上浮 5%。截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和泰安成已收到佰晟实业的出借资金 7,671.974 万元。 

佰晟实业上述出借给霍斌先生及和泰安成的款项来源于向霍斌先生控制的

龙泉电力和伊电控股的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单位 放款单位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合同 

签署日期 
借款期限 

上海佰晟实

业有限公司 

伊川龙泉电力有限公司 170,000 2017.8.1 2017.8.1-2020.7.31 

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2017.9.30 2017.9.30-2020.9.29 

合计 - 250,000 - - 

上表中借款的借款利率均为浮动利率，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利率上浮 5%。 

伊电控股和龙泉电力出借给佰晟实业的上述款项为经营性资金。伊电控股和

龙泉电力营业收入规模较大，账面货币资金较为充足，具备使用经营性资金提供

借款的实力。伊电控股和龙泉电力相关情况如下： 

1、伊电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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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电控股经过多年发展，拥有发电、电解铝、铝加工三大优势板块和地产、

贸易、物流三大辅助板块。伊电控股现有 222 万千瓦火电装机容量、年产 84 万

吨电解铝、60 万吨铝板带箔、25 万吨哈兹列特（连铸连轧）铝板带、32 万吨铝

用碳素等生产能力，拥有亚洲第一个 300KA 电解铝系列、400 KA 电解铝系列、

亚洲第一条哈兹列特（连铸连轧）铝板带生产线，国内第一个民营 2*660 兆瓦火

电厂，形成“优势对接、链条互动、效益显著”的优势产业集群。 

最近一年一期伊电控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889,918.13 3,203,148.28 

其中：流动资产 2,579,007.12 2,014,147.91 

          货币资金 952,409.43 727,075.97 

非流动资产 1,310,911.01 1,189,000.37 

负债总额 3,293,794.47 2,747,399.86 

其中：流动负债 2,622,376.61 2,273,835.91 

      非流动负债 671,417.86 473,563.95 

所有者权益 596,123.66 455,748.41 

项目名称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02,957.77 1,157,816.85 

营业利润 -40,320.06 -17,614.56 

净利润 -46,922.44 -19,710.98 

注：上表中 2016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龙泉电力 

龙泉电力主要资产为伊电控股 81.31%股权以及洛阳龙海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限公司 80%股权。洛阳龙海置业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房地产业务，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最近一年一期龙泉电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212,179.67 3,623,756.76 

其中：流动资产 3,007,133.04 2,326,223.86 

http://www.qixin.com/company/0cb1abf8-898e-4296-8682-0bc0bedf2901
http://www.qixin.com/company/0cb1abf8-898e-4296-8682-0bc0bedf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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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954,643.87 1,103,566.67 

非流动资产 2,205,046.62 1,297,532.90 

负债总额 4,117,283.93 3,339,238.22 

其中：流动负债 3,219,266.06 2,685,874.26 

      非流动负债 898,017.86 653,363.95 

所有者权益 1,094,895.74 284,518.55 

项目名称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97,510.41 1,157,816.85 

营业利润 -56,233.09 3,560.38 

净利润 -58,876.48 3,053.95 

注：上表中 2016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也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焦作万方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焦作万方进行资产

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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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作出相关调整的计划。 

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及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

角度出发，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能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尝试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调整。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进行资产、业务等方面的调整，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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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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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及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

角度出发，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能

在未来 12 个月内尝试筹划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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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事项。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对上市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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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必须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具备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有

相应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修改。 

如果未来需要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相应修改，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程修改方案，

依法履行程序修改上市公司章程，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

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

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

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

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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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焦作万方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仍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具有独立经营能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本企业及

下属企业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持与上市公司在人

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方面的独立性，不从事任何影响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方面的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人控制的企业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期间，本人及下属企业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持

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财务方面的独立性，不从事任何影响上

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

财务等方面的独立。” 

二、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电解铝行业，主要产品为铝锭、铝液和铝合金。2016 年

铝锭、铝液、铝合金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6.72%、69.84%和 10.49%。

铝合金产品主要为铝合金棒，用于生产各种零件、容器型材等。 

和泰安成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伊华和泰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和泰安成的

实际控制人霍斌先生所控制的伊电控股在电解铝等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

同业竞争，但不会构成实质性的竞争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伊电控股在电解铝行业的主要产品为铝液、铝板和铝箔以及铝锭。铝液

供应伊川县产业集聚区内的铝产品加工企业，由于铝液是融化的金属液体，温度

极高，必须用特种车辆运输，该种车辆不允许上路，因此运输距离非常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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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米，上市公司的铝液亦只能在其附近很小范围内销售，因此两者在销售区域

上不会构成实质竞争关系。 

2、伊电控股的铝板主要用于生产铝箔、电缆带和 PS 板，主要客户与焦作

万方均没有业务往来。伊电控股的铝箔，包括空调箔、药箔等，其中空调箔占比

很高。 

3、伊电控股在铝箔销售淡季生产部分铝锭，用户为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和河南鑫泰铝业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 2016 年及以后未直接或间接购买

上市公司的产品。 

综上所述，伊电控股电解铝业务与上市公司在区域市场、产品结构、市场定

位和目标客户方面存在差异，与上市公司不会构成实质的竞争关系。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泰安成实际控制人霍斌先生出具

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下属企业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电解铝等业

务上与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本人承诺：在本人控制的企业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期间，若本人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存在经营上的竞争关系（如电

解铝产品），本人承诺在相关企业规范运作、符合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前提

下，在和泰安成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的三年内，将经营上存在竞争的业务

以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或者将经营上存在竞争的业务转

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

易。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本人/本企业及

下属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

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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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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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与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交易的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与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

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对拟

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

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对上

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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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洲际

油气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焦作万方 104,612,990 股普通股股份，占焦作万方总

股本的比例为 8.77%，该次股份转让已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完成过户登记。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累计买

入焦作万方股票 93,942,222 股，占焦作万方总股本的比例为 7.88%。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时间期间 
买入 

股票种类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和泰安成 

2017年 09月 04日 无限售流通股 194,100 10.14-10.23 

2017年 09月 05日 无限售流通股 4,818,182 9.91-10.12 

2017年 09月 06日 无限售流通股 1,044,800 9.95-10.20 

2017年 09月 07日 无限售流通股 8,156,681 10.01-10.20 

2017年 09月 08日 无限售流通股 393,200 10.08-10.20 

2017年 09月 22日 无限售流通股 2,655,900 10.68-10.80 

2017年 09月 25日 无限售流通股 2,628,699 10.70-10.80 

2017年 09月 26日 无限售流通股 5,572,300 10.87-10.981 

2017年 09月 27日 无限售流通股 2,141,620 10.90-10.94 

2017年 09月 28日 无限售流通股 4,180,900 10.69-10.79 

2017年 10月 09日 无限售流通股 1,647,000 10.55-10.69 

2017年 10月 10日 无限售流通股 1,670,217 10.37-10.46 

2017年 10月 11日 无限售流通股 4,301,500 10.23-10.39 

2017年 10月 12日 无限售流通股 6,553,102 10.26-10.39 

2017年 10月 31日 无限售流通股 4,227,480 9.94-10.20 

2017年 11月 01日 无限售流通股 6,451,862 10.14-10.45 

2017年 11月 02日 无限售流通股 2,049,493 10.28-10.42 

2017年 11月 03日 无限售流通股 2,600,265 10.29-10.44 

2017年 11月 06日 无限售流通股 2,016,960 10.52-10.69 

2017年 11月 07日 无限售流通股 4,083,080 10.49-10.709 

2017年 11月 08日 无限售流通股 6,829,631 10.57-10.85 

2017年 11月 13日 无限售流通股 6,393,359 10.52-10.97 

2017年 11月 14日 无限售流通股 6,659,191 10.76-10.97 

2017年 11月 15日 无限售流通股 1,941,400 10.54-10.72 

2017年 11月 16日 无限售流通股 4,731,300 10.59-10.78 

合计 - - 93,942,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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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

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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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和泰安成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伊华和泰的成立时间均不足一年，暂无相关的

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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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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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

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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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策文件； 

（四）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承诺函； 

（五）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文件。 

二、上述文件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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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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__________ 

                                                      张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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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__________ 

                                                    张  量 

 

 

年    月    日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1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焦作

市 

股票简称 焦作万方 股票代码 00061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江西省宜春

市樟树市盐

城大道干部

小区 36 栋楼

底 150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

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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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A 股          

持股数量：178,829,962 股             

持股比例：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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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A 股           

变动数量：19,725,250 股  

变动比例：1.65%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同

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

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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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__________ 

                                                    张  量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