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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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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与准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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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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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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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涉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宜已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已通过商务部就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国境内反

垄断审查。 

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事宜，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

的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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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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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别意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中原特钢 指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23） 

中粮集团、收购方、收购人、

划入方、本公司 
指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划出方、兵装集团 指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为“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

司”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转、

本次划转 
指 

划出方将持有的中原特钢 339,115,147 股国有

股份（占总股本 67.42%）无偿划转至划入方 

《无偿划转协议》 指 

2017 年 11 月 16 日，本次无偿划转的划出方

和划入方签署之《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与中

粮集团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防科工局 指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

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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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1983 年 7 月 6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97,776.8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 赵双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00414N 

经营范围： 

粮食收购；批发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4

日）；境外期货业务（品种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

期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进出口业务(自营及代理）；

从事对外咨询服务；广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酒

店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物业代

理；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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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 

邮政编码： 100020 

电话： 010-85017090 

传真： 010-85617029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中粮集团控股股东为国务院国资委，其持有中粮集团 100％的股权。 

中粮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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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集团

国务院国资委

100%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主要业务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COFCO）是全球领先的农产品、食品领域多元化企业

集团，集农产品贸易、加工、物流、地产、酒店为一体，为接近全球四分之一的

人口提供粮油食品。 

目前，中粮集团以 1.5 亿吨的年经营总量位居全球行业领先地位，总资产排

名全球行业第一、总营收排名全球行业第三。根据美国《财富》杂志 FORTUNE

发布的 2017 年世界五百强企业排行榜权威榜单，中粮集团排名第 136 名。 

中粮集团一直牢牢占据中国粮油食品市场领先地位，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打造

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通过全球布局，将企业发展与整个世界的粮食、食

品的供应和需求形势连在一起。 

中粮集团的谷物、油料、作物技术和生物能源等业务覆盖全球，拥有包括种

植、采购、仓储、物流和港口在内的全球生产采购平台和贸易网络。中粮集团拥

有全球仓储能力 3,100 万吨，年加工能力 8,950 万吨，港口中转能力 5,400 万吨，

业务涉及 140 多个国家。在全球最大的粮食产地南美、黑海等国家及地区和拥有

全球最大粮食需求增量的亚洲新兴市场间建立起稳定的粮食走廊。 

同时，中粮集团为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已经形成信托、期货交易代理、

保险、风险管理咨询、银行、基金等金融业务链。 

此外，中粮集团致力于建设卓越生活空间，涉足商业地产、住宅地产、酒店、

旅游地产以及区域综合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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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主要下属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粮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实收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33,700.14 64.51% 

2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00% 

3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187.60 51.53% 

4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1,373.16 45.67% 

5 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21,117.56 100% 

6 锦州中孚仓储有限公司 3,800.00 70% 

7 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50% 

8 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HKD1,132,961.70 100% 

9 中粮 BVI 公司 HKD0.00234 100% 

10 中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323,102.35 100% 

11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79,442.32 100% 

12 北京中粮龙泉山庄有限公司 8,545.00 100% 

13 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6,666.00 100% 

14 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63,757.07 100% 

15 中粮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0 100% 

16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25,000.00 100% 

17 中粮（北京）农业生态谷发展有限公司 68,000.00 100% 

18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569,654.87 100% 

19 山东中粮花生制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15,368.00 100% 

20 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71,833.05 100% 

21 深圳前海中粮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100% 

22 深圳市明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500.00 100% 

23 中粮数字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200.00 100% 

注：持股比例为中粮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 

（三）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中粮集团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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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2016/12/31） 

2015 年度 

（2015/12/31） 

2014 年度 

（2014/12/31） 

资产总额 50,086,333.73 45,843,854.33 45,012,453.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664,839.19  7,023,628.17 6,560,290.45  

营业收入 40,700,647.28  40,544,183.68  25,733,580.36  

主营业务收入 39,991,765.45  40,066,217.65  25,297,459.88  

净利润 301,770.79  119,361.64 76,006.77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10% 0.89% 0.58% 

资产负债率 71.36% 70.70% 71.14% 

注 1：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注 2：净资产收益率采用全面摊薄数据，等于报告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四、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

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

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粮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

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赵双连 董事长、党组书记 男 中国 北京 否 

于旭波 董事、总裁、党组副书记 男 中国 北京 否 

柳丁 职工董事 女 中国 北京 否 

罗东江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齐晓飞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欧阳谦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金丹阳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李萍 监事会主席 女 中国 北京 否 

李惠敏 专职监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成佳富 专职监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郑则平 专职监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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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余友枝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北京 否 

钟文静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北京 否 

万早田 副总裁、党组副书记 男 中国 北京 否 

迟京涛 副总裁、党组成员 男 中国 北京 否 

马建平 副总裁、党组成员 男 中国 北京 否 

栾日成 副总裁、党组成员 男 中国 北京 否 

马王军 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男 中国 北京 否 

周政 副总裁、党组成员 男 中国 北京 否 

袁久强 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 男 中国 北京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收购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粮集团直接及间接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0606.HK 中国粮油控股 304,610,63 58.02% 

1610.HK 中粮肉食 107,837.78 27.64% 

0506.HK 中国食品 207,268.83 74.10% 

0906.HK 中粮包装 33,065.88 28.15% 

0207.HK 大悦城地产 951,083.76 66.83% 

2319.HK 蒙牛乳业 123,450.08  31.43% 

1117.HK 现代牧业 117,100.93 19.10% 

1230.HK 雅士利 76,127.67 16.04% 

0420.HK 福田实业 43,349.40 35.97% 

000031.SZ 中粮地产 82,862.50 45.67% 

600737.SH 中粮糖业 105,728.36 51.53% 

000930.SZ 中粮生化 15,200.00 15.76% 

000799.SZ 酒鬼酒 5,036.36 15.50% 

注：持股比例为中粮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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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购人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粮集团直接及间接拥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保险业 147,299.00 50.00% 

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业 2,500.00 50.00%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业 184,023.00 80.01%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期货业 55,000.00 65.00%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 87,200.00 20.00%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业 20,860.00 14.00%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公司 100,000.00 100.00% 

注：持股比例为中粮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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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划转是为了贯彻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要求，落实国家“三

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优化央企内部资源配置，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

整、深化国企改革，加快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质

增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集团的重要举措。本次划转完成后，

中粮集团将以中原特钢为资本运作平台，结合资本市场的形势和条件，按照有利

于维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的原则，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及业务进行适当且必要的

整合，并择机注入中粮集团旗下未上市优质资产及业务，改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建立优质上市公司平台。 

本次划转是响应国务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行动。2014 年，中

粮集团入围首批国资改革试点央企，作为中央企业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本次无偿划转后，中粮集团将成为中原特钢的直接控股股东，可以利用上市平台

更好的落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任务，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新路径，坚定不移地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本次划转前后，中原特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通过无偿划转能

够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源整合功能，推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调整，增强国有资产盈

利能力，提升国有资产证券化水平，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收购决定 

（一）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7 年 10 月 27 日，兵装集团召开党组会会议，同意将所持有的中原特

钢 339,115,147 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中粮集团； 

2、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粮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受让兵装集团持有

的中原特钢 339,115,147 股国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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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11 月 16 日，中粮集团与兵装集团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4、2018 年 1 月 19 日，国防科工局出具《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划转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18]66 号），同意本次划转； 

5、2018 年 2 月 26 日，商务部出具《商务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商反垄初审函[2018]第 75 号）。 

6、2018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114 号），批准本次划

转。 

（二）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同意或备案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中粮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三、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

计划 

中粮集团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通过二级市场对上市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中粮集团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未来 12 个月内可能会通过认购上市公司新发股份的方式而实现增持。届时，

中粮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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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无偿划转协议》签署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截

至本申请报告签署之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改制相关安排，控股股

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已完成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

名称变更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前，中粮集团未持有中原特钢的股份。兵装集团直接持有

中原特钢 339,115,147 股股份，占中原特钢股份总股本的 67.42%，通过全资子公

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中原特钢 53,949,085 股股份，占中原

特钢总股本的 10.73%，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中原特钢

67.42%

兵装集团

国务院国资委

其他股东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00%

21.85%10.73%

100%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中粮集团将直接持有中原特钢 339,115,147 股股份，

占其总股本的 67.42%，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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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特钢

67.42%

中粮集团

国务院国资委

其他股东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00%

21.85%10.73%

100%

兵装集团

100%

 

二、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粮集团与兵装集团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划出方：兵装集团 

2、股权划入方：中粮集团 

3、划转股权比例：兵装集团将其合法持有的中原特钢 339,115,147 股股份无

偿划转到中粮集团，占中原特钢总股本的 67.42%。 

4、划转基准日：本次划转基准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 

5、协议的签订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6、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双方适当签署且满足下述条件后生效 

（1）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同意本次无偿划转行为。 

（2）本次划转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3）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中粮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 

（4）本次划转所必要的境内反垄断申报通过商务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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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情形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划转涉及的兵装集团持有的中原特钢股票

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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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方式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中粮集团不需向划出方支付资金。因此，

本次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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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划转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收购

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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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赵双连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2018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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