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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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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编写。 

二、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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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购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维科精华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除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在维科精华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收购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和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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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收购前，何承命先生不直接持有维科精华股份，何承命先生控制的维科

控股持有维科精华 130,014,985 股股份，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29.50%，何承命先生为

维科精华的实际控制人。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018 年 2 月 5 日期间，何承命先生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的方式增持维科精华 2,150,002 股股份，其一致行动人维科控股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维科精华 33,100 股股份，合计增持维科精华 2,183,102

股股份，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0.50%。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合计持有维科精

华 132,198,087 股股份，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30.0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收购人编制并披露收购报告书及本摘要。收购人本次收购无需取得有关

主管部门的批准。收购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继续增持维科

精华不超过 2%的股份，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收购人自 2018 年 2 月 5 日增持达到

维科精华已发行总股本的 30.00%后起 12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不超过维科精华已发行

2%的股份的行为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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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收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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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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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摘要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报告书 指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摘要 指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维科精华 指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何承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维科控股 指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至纯科技 指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上市公司，股票

代码 603690.SH 

本次收购、本次增持 指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018 年 2 月 5 日期间，收购人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增持上市公司 2,183,10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50%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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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摘要所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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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本次收购人为何承命先生及维科控股，何承命先生持有维科控股 37.51%股

权，是维科控股的控股股东，因此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一、何承命先生 

（一）基本情况 

姓名 何承命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20519600211**** 

住所 宁波市海曙区陶家巷**** 

通讯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 225 号月湖金汇大厦 22 楼 

通讯方式 0574-8734148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最近五年主要从事的职业、职务 

何承命先生最近五年主要从事的职业和职务如下： 

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主营业务 注册地 
是否存在与任职

单位的产权关系 

2002年5月

至今 

维科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长、 

 总裁、 

党委书记 

贸易、投资、房地产、

羽绒服、融资租赁等 
宁波 是 

2000年2月

至今 

宁波维科精

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长 纺织和锂电池制造 宁波 是 

2004年4月

至今 

宁波维科联

合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大宗物资贸易、进出

口贸易以及仓储物流 
宁波 是 

1998年6月

至今 

宁波维科置

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房地产开发 宁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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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主营业务 注册地 
是否存在与任职

单位的产权关系 

2002年7月

至今 

宁波维科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董事长 实业项目投资 宁波 是 

2012年4月

至今 

东海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融资租赁 宁波 是 

2008年2月

至今 

浙江维科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董事长 实业投资 杭州 是 

注：除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何承命先生未直接

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三）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过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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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何承命先生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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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何承命先生直接持有主要从事贸易、投资、房地产、

羽绒服、融资租赁等业务的维科控股 37.51%股权，通过维科控股控制的其他核

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主要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请参见本节“二、维科控股（七）

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部分。 

（五）收购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何承命先生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何承命先生通过维科控

股持有的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权益情况请参见本节“二、维科控股（六）收购

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情况”部分。 

二、维科控股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 225 号（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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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何承命 

注册资本 107,065,497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704847832K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 1998 年 5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在许可证件有效期限内经营）。 

实业投资；纺织品、针织品、服装的制造、加工；纺织、服装及

日用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

产品、农产品、燃料油的批发、零售；黄金批发；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服务；纺织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本公

司房屋租赁。（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经营期限 1998 年 5 月 14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 225 号月湖金汇大厦 22 楼 

联系电话 0574-87253165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元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实缴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何承命 货币出资 40,159,891 40,159,891 37.51% 

宁波健泰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7,634,375 7,634,375 7.13% 

马东辉 货币出资 4,000,000 4,000,000 3.74% 

陈国荣 货币出资 3,727,958 3,727,958 3.48% 

董志平 货币出资 3,235,186 3,235,186 3.02% 

沈谦祥 货币出资 2,529,322 2,529,322 2.36% 

吕军 货币出资 2,000,000 2,000,000 1.87% 

汪军 货币出资 2,000,000 2,000,000 1.87% 

苏伟军 货币出资 2,000,000 2,000,000 1.87% 

黄肇雷 货币出资 1,944,075 1,944,075 1.82% 

黄福良 货币出资 1,800,000 1,800,000 1.68% 

马大钢 货币出资 1,580,000 1,580,000 1.48% 

陈良琴 货币出资 1,529,383 1,529,383 1.43% 

张伯根 货币出资 1,500,000 1,500,000 1.40% 

蔡文华 货币出资 1,500,000 1,500,000 1.40% 

陈义 货币出资 1,355,259 1,355,259 1.27% 

叶刚 货币出资 1,341,142 1,341,14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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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实缴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乐芝鹏 货币出资 1,279,383 1,279,383 1.19% 

缪志峰 货币出资 1,200,000 1,200,000 1.12% 

王民 货币出资 1,117,593 1,117,593 1.04% 

潘文英 货币出资 1,117,593 1,117,593 1.04% 

周鸯鸯 货币出资 1,094,075 1,094,075 1.02% 

郁晓冬 货币出资 1,058,796 1,058,796 0.99% 

卢才康 货币出资 1,058,796 1,058,796 0.99% 

张少雄 货币出资 1,058,796 1,058,796 0.99% 

徐云定 货币出资 1,058,796 1,058,796 0.99% 

陈翠兰 货币出资 1,011,729 1,011,729 0.94% 

金波 货币出资 1,000,000 1,000,000 0.93% 

詹新国 货币出资 1,000,000 1,000,000 0.93% 

徐伏永 货币出资 959,975 959,975 0.90% 

毛伟忠 货币出资 917,623 917,623 0.86% 

叶訚汉 货币出资 870,586 870,586 0.81% 

杨跃辉 货币出资 805,000 805,000 0.75% 

周永国 货币出资 800,000 800,000 0.75% 

李小辉 货币出资 800,000 800,000 0.75% 

史美信 货币出资 650,000 650,000 0.61% 

王耀良 货币出资 635,278 635,278 0.59% 

吴一民 货币出资 635,278 635,278 0.59% 

史建民 货币出资 635,278 635,278 0.59% 

蔡丽珍 货币出资 635,278 635,278 0.59% 

李亚珍 货币出资 600,000 600,000 0.56% 

王学明 货币出资 600,000 600,000 0.56% 

蒲慧英 货币出资 423,519 423,519 0.40% 

颜兴根 货币出资 423,519 423,519 0.40% 

李敏 货币出资 423,519 423,519 0.40% 

邱亚飞 货币出资 423,519 423,519 0.40% 

倪亚丽 货币出资 352,932 352,932 0.33% 

汪柏基 货币出资 335,278 335,278 0.31% 

吴逸明 货币出资 335,278 335,278 0.31% 

金宗元 货币出资 300,000 300,000 0.28% 

董国祥 货币出资 279,522 279,522 0.26% 

王义方 货币出资 243,759 243,759 0.23% 

高力丰 货币出资 211,759 211,759 0.20% 

王群 货币出资 183,524 183,524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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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实缴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李伟杰 货币出资 183,524 183,524 0.17% 

杨黎霞 货币出资 141,173 141,173 0.13% 

王定法 货币出资 112,938 112,938 0.11% 

周宇芳 货币出资 100,000 100,000 0.09% 

崔洋 货币出资 70,586 70,586 0.07% 

方凤琴 货币出资 42,352 42,352 0.04% 

徐丽霞 货币出资 42,352 42,352 0.04% 

合  计 107,065,497 107,065,497 100.00%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收购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何承命先生为维科控股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何承命先生与维科控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基本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实际控制人何承命先生的基本情况介绍请

参见本节“一、何承命先生”部分。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

务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承命先生所控

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主要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请参见本节“一、何

承命先生（四）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部分。 

37.51%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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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收购人的主要业务 

维科控股最近三年主要从事贸易、投资、房地产、羽绒服、融资租赁等业务，

并通过维科精华从事纺织和锂电池制造业务。 

2、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维科控股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末 2016 年度/末 2015 年度/末 

资产合计 14,996,085,137.87 11,876,376,761.57 16,192,961,808.12 

负债合计 10,768,125,864.36 9,564,234,592.24 14,264,197,810.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27,959,273.51 2,312,142,169.33 1,928,763,997.87 

营业收入 18,019,340,349.26 21,384,832,472.75  15,583,134,941.58  

净利润 491,940,131.89  521,378,721.45   283,088,376.77  

净资产收益率  15.04% 24.59% 15.38% 

资产负债率  71.81% 80.53% 88.09% 

注：维科控股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过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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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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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他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1 何承命 无 
 董事长、 总裁、 

党委书记 
中国 中国 无 

2 董志平 无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3 陈国荣 无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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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他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4 马东辉 无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5 吕军 无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6 汪军 无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7 黄福良 无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8 沈谦祥 无 监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9 缪志峰 无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10 徐丽霞 无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11 苏伟军 无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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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直接持有维科精华 130,048,085 股股份，

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29.51%。维科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担任宁波维科新业成长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并持

有其 33.00%份额，对其构成实际控制。维科控股通过宁波维科新业成长一号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上交所上市公司至纯科技 10,920,000 股股份，

占至纯科技总股本的 5.19%。  

除上述情况外，维科控股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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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宁波维科联合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8,000.00 万元 80.00% 

纺织面料、服装产品进出口 

贸易 

维科（香港）经贸有限 

公司 
2,500.00 万美元 100.00% 进出口贸易 

鸭鸭股份公司 8,000.00 万元 95.00% 研发和生产羽绒系列产品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4,066.07 万元 30.00% 纺织和锂电池制造 

http://www.qichacha.com/firm_1279d1685a9772b6f1539dad883252ce.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1279d1685a9772b6f1539dad883252ce.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1279d1685a9772b6f1539dad883252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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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宁波维科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5,000.00 万元 100.00% 实业投资 

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7,200.00 万元 55.00% 实业投资 

宁波维科置业有限公司 30,025.00 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东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5,000.00 万美元 62.00% 租赁和商务服务 

宁波维科丝网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0 万元 74.25% 精密丝网研发、生产、销售 

注：持股比例为维科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上述公司股权比例。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主要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名称 注册资本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宁波健泰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 万元 股东 股权投资 

上海中城承扶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00.00 万元 合营企业 实业投资 

上海中城渝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100.00 万元 联营企业 实业投资 

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100,000.00 万元 联营企业 投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城永

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20.00 万元 联营企业 投资 

宁波保税区新高物流有限 

公司 
300.00 万元 联营企业 物流 

宁波易联汇商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511.00 万元 联营企业 信息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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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收购人决定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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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维科精华《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收购人何承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维

科控股计划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于未来 6 个月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增持维

科精华股票合计不低于 200 万股且不超过 1,000 万股，收购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收购人承诺自 2018 年 2 月 5 日增持达到维科精华已发行总股本的 30.00%后

未来 12 个月内，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如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继续增持维科精华的股份，则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目前维科精华已发行总股本的

2%；如通过其他方式增持维科精华的股份，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收购办法》等

相关规定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收购人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维科精华股份。 

三、作出本次收购决定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维科控股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召开 2018 年 1 月份董事会例会，并作出本次

收购的相关决定。 

2018 年 2 月 1 日，维科精华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持股 5%以

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收购人何承命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维科控股计划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于未来 6 个月内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增持维科精华股票合计不低于 200 万股且不超过 1,0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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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何承命先生不直接持有维科精华股份，通过其控制的维

科控股持有维科精华股份 130,014,98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50%，何承命

先生为维科精华的实际控制人。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018 年 2 月 5 日期间，何承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维科

控股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增持维科精华 2,183,102 股股份，

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0.50%。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合计持有维科精华

132,198,087 股股份，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30.00%，何承命先生仍为维科精华的

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收购方式 

2018 年 2 月 2 日，何承命先生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维

科精华股份 2,150,002 股，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0.4879%。2018 年 2 月 5 日，维

科控股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维科精华股份 33,100 股，占维

科精华总股本的 0.0075%。 

三、股权的权利限制情况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在维科精华向维科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等公

司股权的交易行为中，维科控股共取得维科精华 64,664,985 股股份，占维科精华

总股本的 14.67%，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即 2017 年 9 月 8 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同时，维科控股作为维科精华的控股股东承诺，在该交易中发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维科控股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在该交易前持有的维科精

华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何承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维科控股持有的维科精华股份存在被质押的情形，但不存在被冻结或其他权利受

到限制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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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质押股数  质押类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或

回购日期 
质权人 

维科控股 22,012,065 质押融资 2017-10-27 2021-8-28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 

维科控股 60,000,000 质押融资 2014-3-28 2020-12-31 中国进出口银行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共持有维科精华 130,048,085 股股份，占

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29.51%，其中已质押数为 82,012,065 股，占其持有的维科精

华股份总数的 63.06%，占维科精华总股本的 18.61%。 

收购人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维科精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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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有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收购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信息。 

二、收购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

满未逾五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

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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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维科控股持有财通证券 90,000,000 股股份，占财

通证券总股本的 2.5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条规定，维

科控股未持有财通证券 5%以上的股份，双方不构成关联关系。财通证券与本次

收购各方当事人不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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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情形。 

四、收购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五、收购人承诺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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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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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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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                   

                               何承命 

 

2018 年 2 月 7 日 

  

收购人：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何承命 

 

  2018年 2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