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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

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1、收购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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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

编制本报告书摘要。 

2、依据《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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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

了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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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4、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5、本次交易是指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氧集团 90%股权无偿划转给杭

州资本，从而导致杭州资本间接控制杭氧股份 54.40%的股份，进而对杭氧股份

实施控制的行为。 

6、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已经取得杭州市国资委批复。根据《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需取得证监会对杭州资

本豁免要约收购申请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完成。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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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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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杭州资本 指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被收购人/杭氧股份/ 上市公司 指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杭氧集团 指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本报告书摘要 指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氧集团 90%股权无偿

划转至杭州资本的事项 

杭州市国资委 指 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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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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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章程》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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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柳营巷 19 号 201 室 

法定代表人：金旭虎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CFRGP3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28 日 

经营期限：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经营

的资产，投资与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与处置，股权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批发、零售：煤炭（无储存），有色金属，钢铁原料及制品，木

材，焦炭，纸浆，化工产品及原料、沥青（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黄

金制品，塑料原料及制品，普通机械，建筑材料，水泥，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

产品（除药品），棉花，饲料，燃料油，石油制品（除成品油，除化学危险品及

易制品化学品），玻璃制品，纸制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水暖器械，汽车配

件，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针、纺织品；食品经营；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

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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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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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杭州资本是由杭州市国资委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均为杭州市国资委。 

（二）收购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股权关系结构如下图：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杭州资本为杭州市国资委下属的股权控股平台，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成立。

其成立的宗旨是贯彻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

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为国有资本市场

化运作的专业平台。 

（二）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收购人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收购人未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杭州市国资委 

杭州资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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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32,412,971.16 

总负债 4,256,806.68 

净资产 628,156,164.48 

资产负债率 0.67%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02,130,422.07 

利润总额 10,116,387.77 

净利润 7,587,290.83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

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境外居留

权 

金旭虎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张维婕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陈剑锋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夏文浩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 5 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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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杭州资本除通过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6.46%的股权外，不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

机构 5%以上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元） 
主营业务 

杭州资本

间接持股

比例 

持股人 

华东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000963 972,116,416 

批发和零

售业 
16.46% 

杭州华东

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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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浙江省、杭州市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精神，完善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

大，杭州市国资委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成立杭州资本，作为其国有资本市场化

运作的专业平台。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氧集

团 90%股权无偿划转至杭州资本。 

本次划转完成后，杭州资本将通过杭氧集团间接持有杭氧股份 54.4%的股

份，杭氧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杭州市国资委。 

二、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有权益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杭州资本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杭氧股份或

处置其已拥有杭氧集团权益的计划，但不排除因业务发展和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

资本运作从而导致杭州资本间接持有杭氧股份的权益发生变动之情形。如发生此

种情形，收购人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已取得的授权与批准如下： 

1、2018 年 12 月 24 日，杭州资本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杭氧集团股权划转决议》，同意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氧集团 90%股权无

偿划入杭州资本。 

 2、2018 年 12 月 24 日，杭州市国资委作出《关于划转杭氧集团等部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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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企业国有股权的通知》（杭国资改[2018]218 号），同意将杭氧集团 90%股权划

转至杭州资本，划转完成后，杭州资本持有杭氧集团 90%股权。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杭州资本豁免要约收购申请审核无异议后方可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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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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前，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公司的产权控制关

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收购人通过杭氧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524,754,48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4.40%，上市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图所示： 

 

杭州资本 

100% 

杭氧集团 

90% 

杭氧股份 

54.40% 

10% 

杭州市国资委 

杭州市国资委 

杭氧集团 

100% 

杭氧股份 

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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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系收购人通过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杭州市国资委持有的

杭氧集团 90%股权，从而成为杭氧股份间接控股股东。 

（二）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所涉及的杭氧集团合计持有杭氧股份

524,754,485 股股份，其中处于限售期股份 13,283,333 股，其他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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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截至本报告

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

者深交所依法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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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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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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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