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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阳安”、“上市公司”

或“公司”）以 57,558.67 万元现金收购交易对方持有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标的公司”）2.5617%股权。本次交易后，华创

证券将成为华创阳安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华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华瑞福熙为

华创证券于 2015 年为实施经营管理层、核心员工增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

公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为交易对方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委员并为华瑞福裕

的有限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华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华瑞福熙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的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为华创阳安以 57,558.67 万元现金收购贵安新区华瑞福裕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瑞福裕”）、贵安新区华瑞福顺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瑞福顺”）、贵安新区华瑞福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华瑞福祥”）、贵安新区华瑞福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华瑞福熙”）持有华创证券 2.5617%股权。本次交易后，华创证券将成为华创

阳安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19]第

1502 号”《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617%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华创证券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值为 2,246,893.31 万元，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617%股权评估值为

57,558.67 万元。参照前述评估值并结合市场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

的转让价格为 57,558.67 万元，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转让价格（万元） 

华瑞福裕 华创证券 0.9754%股权  21,916.20  

华瑞福顺 华创证券 0.5981%股权  13,438.67  

华瑞福祥 华创证券 0.5106%股权  11,472.64  

华瑞福熙 华创证券 0.4776%股权  10,731.16  

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华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华瑞福熙为

华创证券于 2015 年为实施经营管理层、核心员工增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公司

董事长陶永泽先生为交易对方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委员并为华瑞福裕的有限合

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华瑞福裕、

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华瑞福熙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1、贵安新区华瑞福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贵州众石银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5,249.6547 万元 

公司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办公室 

办公场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证券大厦 4 楼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3220679531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投

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情况：华瑞福裕的合伙人为众石银杉及陶永泽

等 19 名自然人，其中众石银杉为普通合伙人，其余出资人均为有限合伙人。根

据华瑞福裕的合伙协议，其重大事项决策机构为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

二）份额的合伙人选举产生的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目前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委

员共有 4 人，委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任一委员均无法单独支

配、实际控制合伙企业的行为，华瑞福裕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华瑞福裕的产权控

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自华瑞福裕设立以来，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持有华创证券 0.9754%

股份。 

2、贵安新区华瑞福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贵州众石银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3,218.6358 万元 

公司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办公室 

办公场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证券大厦 4 楼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322068489H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投

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情况：华瑞福顺的合伙人为众石银杉及欧阳勇

等 35 名自然人，其中众石银杉为普通合伙人，其余出资人均为有限合伙人。根

据华瑞福顺的合伙协议，其重大事项决策机构为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

二）份额的合伙人选举产生的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目前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委

员共有 4 人，委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任一委员均无法单独支

配、实际控制合伙企业的行为，华瑞福顺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华瑞福顺的产权控

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自华瑞福顺设立以来，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持有华创证券 0.5981%

股份。 

3、贵安新区华瑞福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贵州众石银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2,747.9192 万元 

公司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政务大厅 2 楼办公室 

办公场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证券大厦 4 楼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322068788F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投

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情况：华瑞福祥的合伙人为众石银杉及张劲松

等 34 名自然人，其中众石银杉为普通合伙人，其余出资人均为有限合伙人。根

据华瑞福祥的合伙协议，其重大事项决策机构为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

二）份额的合伙人选举产生的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目前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委

员共有 4 人，委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任一委员均无法单独支



配、实际控制合伙企业的行为，华瑞福祥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华瑞福祥的产权控

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自华瑞福祥设立以来，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持有华创证券 0.5106%

股份。 

4、贵安新区华瑞福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贵州众石银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2,570.2903 万元 

公司住所：贵州省贵安新区政务大厅 2 楼办公室 

办公场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证券大厦 4 楼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3220678225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投

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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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情况：华瑞福熙的合伙人为众石银杉及牛播坤

等 36 名自然人，其中众石银杉为普通合伙人，其余出资人均为有限合伙人。根



据华瑞福熙的合伙协议，其重大事项决策机构为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

二）份额的合伙人选举产生的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目前重大事项决策委员会委

员共有 4 人，委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任一委员均无法单独支

配、实际控制合伙企业的行为，华瑞福熙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华瑞福熙的产权控

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自华瑞福熙设立以来，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持有华创证券 0.4776%

股份。 

三、交易标的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1 月 22 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注册资本：9,225,923,140.50 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30967897P 

经营业务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2、股权结构 

华创证券的控股股东为华创阳安，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华创证券的股权

结构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本次股权收购前 

持股比例 

本次股权收购后 

持股比例 

1 华创阳安 97.4383% 100.00% 

2 华瑞福裕 0.9754% - 

3 华瑞福顺 0.5981% - 

4 华瑞福祥 0.5106% - 

5 华瑞福熙 0.4776% - 

合计 100.00% 100.00% 

3、权属状况说明 

对方华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华瑞福熙合计持有华创证券 2.5617%

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且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08,515.94 3,557,164.88 

负债总额 2,599,082.15 2,478,088.48 

所有者权益 1,109,433.79 1,079,076.40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20,037.19 182,564.37 

利润总额 34,976.49 33,169.67 

净利润 25,798.64 24,296.00 

（上述财务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2019 年 9 月 6 日，上市公司与华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和华瑞福熙

签署《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华创阳安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资产转让方购买其持有的华创证券 2.5617%

股权。具体方案如下： 

（1）双方在此同意并确认，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作为目标公司审计及评估

的基准日。 

（2）双方同意并确认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

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中天华资评报字[2019]第 1502 号”《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5617%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华创证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2,246,893.31 万元，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2.5617%股权评估值为 57,558.67万元。参照前述评估值并结合市场定价原则，

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为 57,558.67 万元，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转让价格（万元） 

华瑞福裕 华创证券 0.9754%股权  21,916.20  

华瑞福顺 华创证券 0.5981%股权  13,438.67  

华瑞福祥 华创证券 0.5106%股权  11,472.64  

华瑞福熙 华创证券 0.4776%股权  10,731.16  

（3）甲方应于甲方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并签署本协议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之

内支付转让价格的 51%，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付剩余的全部款项。 

（4）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华创证券股权登记至华创阳安名下之日产生

的盈利、亏损均由华创阳安享有或承担。 

3、协议生效条件 

该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即生效： 

（1）本协议由甲方加盖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由乙方加

盖公章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盖章与授权代表签字； 

（2）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经华创阳安董事会批准。 



4、税费 

因本次交易产生的任何税项或费用等，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相应规定办理

并各自承担（涉及华创阳安需代扣代缴有关税费的，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法

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合理原则协商确定承担方案。 

五、 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华创证券 2.5617%股权，按照 2018 年度经审计财务

数据计算，华创证券贡献的净利润合计占华创阳安合并口径净利润的 154.53%。

根据华创证券的历史财务数据和目前的经营情况，预计本次交易能够有效提升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净资产，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提高，从

而充分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部独立董事对

本次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的意见，并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以 57,558.67 万元现金收购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617%股权。

我们已对公司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

见。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收购华创证券有限责公

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

事前认可。 

3．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

评估，并拟以评估值为基础作为定价依据，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交易对方

及本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进行评估符

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4．经查，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华

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华瑞福熙为华创证券于 2015 年为实施经营管理

层、核心员工增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公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为交易对方重大事



项决策委员会委员并为华瑞福裕的有限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华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福祥、华瑞福熙为上市

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时，关联董事已依法进行了回避，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 

5．本次交易能有效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提高上市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从而充分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综上，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617%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9]第 1502 号）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