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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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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2、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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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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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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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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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方国际集

团 
指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

人/一致行动人 
指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家用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东

方国际集团上海市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 

家用纺织品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家用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丝绸进出口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东方创业 指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实集团 指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划转/本

次无偿划转 
指 

东方国际集团将持有的东方创业 23,000,000 股 A 股股

份（占东方创业总股本的 4.40%）无偿划转给上海上实

集团 

本报告书 指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国有股无偿划转协议》 指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上实（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国有

股无偿划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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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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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说明：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

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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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上海市娄山关路 85 号东方国际大厦 A 座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 童继生 

注册资本 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4 年 10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319278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经营和代理纺织品、服装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

合作生产、三来一补业务，经营技术进出口业务和轻纺、服装行业

的国外工程承包业务、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承办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产权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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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021-221102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方国际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东方国际集团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市国资委，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方国际集团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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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居留权 

1 童继生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2 朱勇 总裁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3 张立平 外部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4 朱洪超 外部董事 中国 上海 是 

5 刘渊 外部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6 吕勇 外部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7 王佳 职工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东方创业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龙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600630.SH）、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600626.SH）和联泰控股

有限公司（0311.HK）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情况 

（一）家用纺织品 

1、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家用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上海市四平路 210 号 

法定代表人 高国琳 

注册资本 4,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4 年 9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132205761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家用纺织品,配套轻纺产品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对销贸易,转口贸易,自有房屋租

赁,房产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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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021-65218841 

2、一致行动人股权控制关系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家用纺织品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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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纺织品的控股股东为上海东方国际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上海市国资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家用纺织品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1 高国琳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2 汪时绩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3、一致行动人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家用纺织品持有东方创业 1,583,834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0.3%。除上述情形外，家用纺织品不存在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二）丝绸进出口 

1、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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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名称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上海市吴兴路 283 号 

法定代表人 贺明 

注册资本 5,933.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2 年 4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12400U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

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

展“三来一补”、进料加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转口贸易,中外合作合

资,自有房屋租赁,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实业投资,仓储,与经营范围

相关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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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021-64338122 

2、一致行动人股权控制关系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丝绸进出口的股权结构如下： 

 

丝绸进出口的控股股东为上海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

国资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丝绸进出口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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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国琳 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2 贺明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3 王利伟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3、一致行动人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丝绸进出口持有东方创业 247,417 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0.05%。除上述情形外，丝绸进出口不存在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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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为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并响应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精神，加强上海市属

国资企业战略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东方国际集团拟将东方国际

集团持有的东方创业 4.40%股份无偿划转至上海上实集团。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

东方创业的控股股东仍然为东方国际集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东方国际集团正在积极推动东方创业资产置换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除上述因东方创业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而增持股份外，东方国际集团目前没有其他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或

协议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如果未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东方国际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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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的情况 

（一）权益变动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A 股 

权益变动的股份数量：23,000,000 股 

权益变动的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4.40% 

（二）权益变动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 

2013 年度，东方国际集团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

易平台等方式减持东方创业股票 11,857,549 股。减持前，东方国际集团持有东方

创业股份 378,270,997 股，占总股本的 72.43%；减持后，东方国际集团持有东方

创业股份 366,413,448 股，占总股本的 70.16%，持股比例下降 2.27%。2017 年

12 月，东方国际集团将其持有的东方创业股份 14,100,500 股换购上证上海改革

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换购后，东方国际集团的

持股比例由 70.16%下降至 67.46%，下降 2.70%。前述权益变动后，东方国际集

集团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累计下降 4.97%。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方国际集团持有东方创业 352,312,948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67.46%；家用纺织品持有东方创业 1,583,83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0.30%；丝绸进出口持有东方创业 247,41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5%。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国际集团持有东方创业 329,312,948 的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63.06%；家用纺织品持有东方创业 1,583,83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0.30%；丝绸进出口持有东方创业 247,41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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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东方国际集团与上海上实集团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1、本次权益变动前东方创业股权结构 

 

2、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创业股权结构 

 

二、《国有股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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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划出方：东方国际集团 

划入方：上海上实集团 

协议签订时间：2019 年 8 月 

（二）划转股份的种类、数量及比例 

本次划转的股份为东方国际集团持有的东方创业 23,000,000 股股份，占东方

创业总股本的 4.40%。 

（三）划转基准日 

本次划转的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四）划转条件 

本次股份划转应满足下列全部前提条件：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 

2、划出方已就本次股份划转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3、划入方已就本次股份划转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4、本次股份划转获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五）与划转有关的债权、债务安排和职工安置 

1、本次股份划转不涉及划出方及上市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股份划

转完成后，划出方及上市公司的债权、债务仍分别由其自身按照《公司法》的规

定享有和承担。 

2、本次划转系东方国际集团向上海上实集团无偿划转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三、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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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方国际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23,000,000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40%）不存在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国际集团持有东方创业 329,312,948 的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63.06%，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东方国际集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调查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21 楼 

法定代表人 沈晓初 

注册资本 185,9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78215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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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021-53828866 

（二）调查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海上实集团的主体

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进行了合理的调查和了解，认为上海上实集团具备

上市公司的收购资格条件。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方国际集团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未清偿的负债，亦不

存在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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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权益变动已经获得的授权和审批 

2019 年 7 月 15 日，东方国际集团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

无偿划转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无偿划转。 

2019 年 7 月 29 日，上海上实集团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上海上实集团以无偿

划转方式受让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

份事宜》，同意本次无偿划转。 

2019 年 8 月 21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关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9]231 号），

原则同意本次无偿划转。 

第五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经自查，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方国

际集团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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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方国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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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17 



18 



19 



20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