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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6     证券简称：广东甘化    公告编号：2018-46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8]第 201 号），公司董事会

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并安排对来

函中所关注的问题函询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国投”）、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开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信托”）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光大兴陇”），要求上述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现将有

关问题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经比对，2018年 6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报导的《德力西资本拼图

惊现“庄股魅影”》一文中提及的公司股东的持股情况及股东人数变

化情况属实，上述信息已在公司历次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末的股东持股情况显示，机构投资者参与度较高，

持股相对集中的情况属实。 

经函询各相关股东，对问询函中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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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信托产品、资管计划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陕国投、前海开源、云南信托、华鑫信托及光大兴陇的回函，

相关信托产品、资管计划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 36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陕国投·聚宝盆 3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 2017 年 3 月

7 日成立，该信托计划成立时总规模为 60,000 万元，其中委托人 A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计划代理人（理财资金）认购 40,000

万元，认购份额为 400 万份，委托人 B 郑赛萍（合法拥有的资金）认

购 20,000 万元，认购份额为 200 万份。该信托计划为事务管理类信

托，保管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人为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顾问为厦门知止博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

东代码为沪【B881335944】；深【0899135245】的证券账户系该信托

计划专用证券账户。 

该信托计划信托财产只限于如下运用方向：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沪深 A 股股票、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

银行存款、现金资产。信托计划由受托人独立管理运作，由投资顾问

代表全体委托人向受托人发出投资建议，受托人进行审核，若无异议，

则进行下单操作。如因交易条件不能满足、上市公司停牌、证券交易

所闭市、违反法律法规、合同约定以及损害委托人或受托人利益等原

因导致投资建议不能执行，则该投资建议作废。信托计划持有股票的

表决权人为投资顾问，持有股票的表决权由表决权人自行行使，受托

人届时根据表决权人关于行使表决权的指令进行表决，若表决权人未

对持有股票表决事项向受托人发出表决指令，则受托人将不参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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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通过二级市场变现的方式实现退出。投资顾问厦门知止博远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发送投资建议的义务，受托人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审核判断投资建议，管理信托计划的义务。 

投资顾问管理费为 1%/年。投资顾问与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 37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陕国投•聚宝盆 3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 2017 年 3 月

3 日成立，该信托计划成立时总规模为 63,000 万元，其中委托人 A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计划代理人（理财资金）认购 42,000

万元，认购份额为 420 万份，委托人 B 陈财（合法拥有的资金）认购

21,000 万元，认购份额为 210 万份。该信托计划为事务管理类信托，

保管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人为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顾问为福建知止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代

码为沪【B881335936】；深【0899135244】的证券账户系该信托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 

该信托计划信托财产只限于如下运用方向：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沪深 A 股股票、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

银行存款、现金资产。信托计划由受托人独立管理运作，由投资顾问

代表全体委托人向受托人发出投资建议，受托人进行审核，若无异议，

则进行下单操作。如因交易条件不能满足、上市公司停牌、证券交易

所闭市、违反法律法规、合同约定以及损害委托人或受托人利益等原

因导致投资建议不能执行，则该投资建议作废。信托计划持有股票的

表决权人为投资顾问，持有股票的表决权由表决权人自行行使，受托

人届时根据表决权人关于行使表决权的指令进行表决，若表决权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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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有股票表决事项向受托人发出表决指令，则受托人将不参与表决。

信托计划通过二级市场变现的方式实现退出。投资顾问福建知止掇金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发送投资建议的义务，受托人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审核判断投资建议，管理信托计划的义务。 

投资顾问管理费为 1%/年。投资顾问与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前海开源基金-广发银行-前海开源国泓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前海开源国泓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泓 1 号”）为混

合型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6 年 4月 18 日成立，成立规

模为人民币 6 亿元，期限为 2 年，已于 2018年 4 月 17 日终止，因还

有标的股票停牌而延期清算。国泓 1 号自 2016 年 4 月 15 日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初始销售，并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提前募集结束，投资

者户数共计 3 户，其中机构投资者共 2 户，个人投资者共 1 户，通过

投资收益分配的安排，将计划份额分成预期收益与风险不同的三个级

别，即优先级、中间级和进取级份额。本计划优先级份额：中间级份

额：进取级份额的初始配比为 11：1：3；其中中间级份额：进取级

份额不高于 1：3；优先级份额：（中间级份额+进取级份额）不高于

2.75:1。详细信息如下： 

（1）优先级委托人/受益人：“广银安富”人民币理财计划，持

有人份额：440,000,000（440,000,000 元） 

（2）中间级委托人/受益人：武汉市正隆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正

隆财富 -瑞盈私募投资基金二号，持有人份额： 40,000,000

（40,000,000 元） 

（3）劣后级委托人/受益人：许志铭，持有份额：120,000,000

（12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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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泓 1 号《资产管理合同》第九节“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约定：

“全体委托人在此同意资产管理人聘请深圳市前海国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对本计划的投资进行指导，向资产管理人出具交易策略建议和

交易指令建议。” 

第十一节“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中“投资策略”部分约定：“本

计划由【深圳市前海国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在其投

资建议不违反法律法规、本合同及资产管理人需遵循的政策、内部制

度的前提下，资产管理人将执行其投资建议。” 

前海开源与委托人为委托与受托关系，与投资顾问没有关联关系。 

4、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弘升 26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云信-弘升 26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弘升 26号”）

的业务类型为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各参与主体分别为：委托人：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爱建信托-昱赐 1 号事务管理类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出资额 600,000,000 元，享有信托收益

权份额 600,000,000 份；投资顾问：昱赐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受托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弘升 26号信托文件约定: 

（1）昱赐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对信托财产的

投资管理运作发出投资建议，投资顾问发出的投资建议，即为信托项

下委托人认可的投资建议，受托人仅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对投资建议进

行形式审查，并有权拒绝不符合信托文件要求的投资建议，委托人同

意受托人就信托财产采取上述管理方式。 

（2）弘升 26 号受托人信托报酬费用为 80万元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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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弘升 26 号受托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其他参与主体无

任何关联关系。 

（4）委托人承诺本信托计划因持有上市公司股票需要参加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及行使股东表决权的，该相关权利归属委托人，由委托

人自行行使表决权，委托人自愿承担由委托人自行行使投票表决权带

来的一切后果。 

弘升 26号委托人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弘升 26号的资

金来源为非自有资金，由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的爱建

信托-昱赐 1 号事务管理类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昱

赐 1 号" )进行投资，昱赐 1 号各参与主体及相关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参与主体 出资额 资金来源 

爱建信托-昱赐1 
号事务管理类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A类委托人：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0元 理财资金 

B类委托人：陈福泉 200,000,000元 自有资金 

受托人：上海爱建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0 -- 

根据弘升 26 号委托人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爱建信托

-昱赐 1号事务管理类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回函： 

（1）昱赐 1 号全体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投向弘升 26 号，并指

定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聘请昱赐

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担任单一信托的投资顾问。昱赐 1 号由 A 类

委托人担任执行事务委托人，代表全体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投资、管

理、运作发送管理指令。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仅按照合同约定

执行事务委托人指令，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昱赐 1号设置预警平仓

机制，由 B 类委托人陈福泉承担追加资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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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昱赐 1 号信托报酬率为 0.12%/年，由信托财产承担。 

（3）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昱赐 1 号委托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人对昱赐 1号进行事务管

理，负责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提供或出具必要文件以配合委托人管

理信托财产等事务。 

（4）昱赐 1 号因持有上市公司股票需要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及行使股东表决权的，由昱赐 1 号 B类委托人陈福泉代为行使，上海

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不主动行使表决权，如昱赐 1 号 B 类委托人陈

福泉未行使表决权，则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放弃行使股东表决

权。 

5、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鹏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华鑫信托•华鹏 66号集合信托计划由华鑫信托发起成立，并向合

格投资者发行。该信托计划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信托期限为

12 个月，信托计划规模为人民币 60,000 万元。该信托计划 A 类信托

资金与 B类信托资金比例为 2:1（即 A类委托人 40,000 万元，B 类委

托人 20,000 万元）。委托人均承诺，资金为自有资金或合法管理并有

权处分的资金。其中 A 类委托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 类

委托人为林旭勇。该项目委托人指令权人为常州本正投资有限公司，

常州本正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指令权人，以该信托

计划的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代表全体委托人行使委托人指令权对该信

托计划的投资运作向受托人出具投资指令，费率为 0.2%；管理人为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管理费率为 0.2%；保管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托管费率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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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托•金石 17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光大信托•金石 1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结构化安排，

优先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单位与劣后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单位比例为不

超过 2:1。其中优先委托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为人民

币 42,000 万元，享有 42,000 万份优先级份额，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所

有的、合法管理的或发行银行理财产品所合法募集的、并有权支配的

财产；劣后委托人为王卓鹏，出资额为人民币 21,000 万元，享有

21,000万份劣后级份额，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所有并有权支配的财产。 

根据信托合同，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

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做出说明；有权查阅、抄录与其信托财

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受托人违反信托目

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

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

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赔偿；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

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

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对信托财产

强制执行时，委托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等。 

此外，委托人还享有如下权利： 

(1)信托计划因持有上市公司股票需要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及

行使股东表决权的，该相关权利归属于全体委托人，全体委托人知悉

且同意由劣后委托人行使股东表决权。 

(2)劣后委托人如需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提案权、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权，应向受托人提交书面申请，由受托人进行形式审查并经优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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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同意后向上市公司提出议案。 

委托人承担如下义务：保证交付的信托资金是其合法所有的、合

法管理的或发行银行理财产品所合法募集的、并有权支配的财产；按

合同要求将信托资金及时足额付至合同指定的认购账户；按合同约定

及相关法规的规定承担信托计划费用及相应的税费；保证设立该信托

未损害其债权人的利益；保证其享有签署包括该合同在内的信托计划

文件的权利，并就签署行为已履行必要的批准或授权手续；保证提供、

填写真实、准确、有效的资料、信息及联系方式，若预留的资料、信

息及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应及时通知受托人；在该信托计划存续期

间，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变更、撤销或解除本信托计划；

不得要求受托人通过任何非法方式或管理手段管理信托财产并获取

利益；不得通过信托方式达到非法目的等。 

管理费用为 0.2%/年，委托人与受托人（管理人）为信托关系。 

二、相关信托产品、资管计划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根据各公司的回函，相关信托产品、资管计划的实际表决权归属

方及其最终实际控制人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实际表决权归属方 

实际表决权归属

方的最终实际控

制人 

备注 

陕国投•聚宝盆 36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厦门知止博远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蔡超超 

 

陕国投•聚宝盆 37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福建知止掇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林黎黎 

 

前海开源国泓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合同当事人均承诺放弃通过该计划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而拥有的表

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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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信-弘升 26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陈福泉 陈福泉 

 

华鑫信托•华鹏 66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列明 未列明 

该计划委托人指令权

人为常州本正投资有

限公司，代表全体委托

人行使委托人指令权，

对该信托计划的投资

运作向受托人出具投

资指令 

光大信托•金石 17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王卓鹏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实际控

制人、王卓鹏 

 

根据陕国投《关于“陕国投•聚宝盆 3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陕国投•聚宝盆 3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情况说

明》，陕国投·聚宝盆 3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陕国投·聚

宝盆 3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表决权人即投资顾问厦门知

止博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福建知止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

一致行动人关系。 

根据昱赐 1 号 B 类委托人陈福泉的回函，陈福泉除通过弘升 26

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外，未直接或通过其他资管渠道持有公司股票；

陈福泉与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3 条所

述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上述其他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

动人关系。 

三、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已经或可能发生变更 

公司 2018 年一季度末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 255,826,732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57.77%，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股份 18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55%，实际控制人胡成

中先生持有股份 6,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3%，德力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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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与胡成中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 190,350,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98%；前十大股东中的其余股东持有股份

65,476,73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78%。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也未获悉其他股东持股超过公司

总股份的 5%，据此判断，目前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