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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20-015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修订《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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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重庆百货”）的控股股

东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集团”）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了《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披露了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2020 年 3 月 27 日，公司接到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通知，为使投资者更充

分地掌握相关信息，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部分内容进

行了修订，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重要声明”部分 

删除： 

“本次要约收购尚需待商社集团混改完成经营者集中申报及反垄断审核，且

尚需待本次混改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相关程序，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

相当的不确定性。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在商社集团混改完成经营者集中申报及

反垄断审核后并且本次混改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等后续相关程序后刊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特别提示”部分内容 

修订前： 

“2、本次混改方案已取得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原则同意。” 

修订后： 

“2、本次混改方案已取得重庆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同时，本次交易亦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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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

垄断审查决定[2019]285 号）。”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部分及“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部分内容 

补充披露： 

“2019 年 8 月 12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关于物美集团、步步高集

团收购商社集团股权案《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

垄断审查决定[2019]285 号），同意三方可以实施集中。 

2020 年 1 月 10 日至 13 日，重庆市国资委、商社集团分别与物美集团、天

津物美以及步步高集团、步步高零售签署了《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 

2020 年 1 月 20 日，商社集团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免去王建梅同志重庆

商社集团职工董事任职资格，免去淡治国、袁明同志重庆商社集团职工监事任职

资格，同意袁明同志重庆商社集团职工监事任职资格。 

2020 年 3 月 19 日，重庆市国资委、商社集团分别与物美集团、天津物美以

及步步高集团、步步高零售签署了《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2020 年 3 月 24 日，商社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吸纳天津物美、步步高

零售为公司新股东；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84,491.0600 万元变更为 187,757.9111

万元；同意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选举张文中、张潞闽、田善斌、易丽琴、王填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选举覃伟、张斌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与经公司职代会联席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监事袁明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商社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选举

张文中为公司董事长，聘任何谦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陈勇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尹向东为公司财务总监。 

2020 年 3 月 24 日，商社集团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选举覃伟

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2020 年 3 月 26 日，商社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以商社集团为主体履行

不以终止重庆百货上市地位为目的的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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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社集团拟于近期向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办理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申请。” 

删除：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审批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经营者集中申报及反垄断审查，且尚需完成商社集团工商

登记变更等后续相关程序。” 

 

四、“第一节 释义”部分内容 

修订前： 

《增资协议》 指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

司与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物美津融商贸有限

公司关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及《重庆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与步步

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步步高智慧零售有限公司关于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 

修订后： 

《增资协议》 指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

司与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物美津融商贸有限

公司关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重庆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与物美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物美津融商贸有限公司<关于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及《重

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与

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物美津融商贸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和《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

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步步高智慧零售有

限公司关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重庆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与步步

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步步高智慧零售有限公司<关

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及《重

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与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步步高智慧零售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五、“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部分内容 

在收购人当前工商登记信息基础上，补充披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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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收购人股东会已作出决议且各股东已签署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由

84,491.0600万元变更为 187,757.9111万元，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为重庆

市国资委持股 45%、天津物美持股 45%、步步高零售持股 10%。收购人董事会选

举张文中为公司董事长，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收购人拟于近期向重庆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办理本次混改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申请。” 

 

六、“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部分内容 

根据收购人及其股东最新情况，更新了相关信息。 

其中，天津物美的控股股东物美集团直接控制的除天津物美以外的核心企业

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部分，删除了已不直接控制的北京物美新通路商业有限公司

和上海百安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补充披露了： 

35 
物美南方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

资） 

50,000.00 万

元 
100% 

一般经营项目是：日用百货、厨房、卫生间

用具、灯具、装饰品、家用电器、厨房、卫

生间用具、灯具、装饰物品、家用电器、家

具的销售；钟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

箱、包的销售；计算机及其网络软件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是：食品批发；出版物批发、零售。 

36 

北京慧通顺达

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

资） 

1,000.00 万元 100%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日用品；销售食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销售食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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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了相关情况发生变动的企业信息： 

2 
华美现代流通

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

资） 

47,963.00 万

元 
94.28% 

钢材、木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材

料、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电子

设备、汽车配件、日用百货、日用杂品、纺

织品、针织品、棉麻、工艺美术品、电子计

算机及其外部设备的销售（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除外）；机械设备租赁；与上述业务

相关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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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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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6 

银川新华百货

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

限公司（上

市） 

22,563.128 万

元 
36.15% 

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各类办公用品

的批发与零售、化妆品及洗涤用品的批发与

零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电

脑耗材及各类办公耗材的批发与零售、烟的

零售，酒、副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家具，金

银首饰，钟表，工艺品的销售，各类劳保用

品的批发与零售，加工业，冷饮，儿童游艺，

场地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代理、设计、制作、发布户外广告业

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

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家电维修。互联网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电工电料、灯具及

饰品、卫生洁具、陶瓷制品、皮革制品、橡

塑制品、健身器材、照相器材、音响设备、

酒店用品、厨房用品、电子产品、水产品、

粮油制品、土特产、饮料、保健用品、日用

农副产品的销售及批发；I 类、II 类医疗器

材的销售；家用、商用电器、通信产品的批

发及零售；电器安装及维修；停车场经营管

理、物业管理。设备、场地、房屋租赁及维

修服务；货运代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

物仓储；移动代办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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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天津津滨新美

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

资） 

5,030.00 万元 100.00%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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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北京物美供应

链技术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

资） 

10,000.00 万

元 
100.00%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应用软件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销售日用品、五金

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针纺织

品、服装、鞋帽、工艺品、机械设备、家用

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建筑材料、

化妆品、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体育用品、

珠宝首饰、钟表、医疗器械Ⅰ类、食用农产

品；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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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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步步高零售之控股股东步步高百货之控股股东步步高集团直接控制的

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部分，删除了已不直接控制的赣州丰达置业有限公

司、湘潭步步高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赣州博丰置业有限公司、郴州步步高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飞行家投资管理(长沙)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补充披露了： 

9 
湖南步步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 

500.00 万

元 
100.00%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建材、电梯、空调设

备、消防设备及器材、门禁门控系统、机电

设备、空气净化机、新风机、地上通风系统、

物联网智能产品、智能家居产品、智能产品

销售；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电力照

明设备批发；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室内装饰、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饰工程设计；

工程技术服务；智能化技术服务；房地产中

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

房地产经纪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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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

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

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

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

融业务） 

10 

长沙富宇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100.00 万

元 
100.00% 

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土地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不动产管理；市场管理服务；体

育场馆管理；水上游乐项目管理；游乐场项

目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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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长沙富厚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100.00 万

元 
100.00% 

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土地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不动产管理；市场管理服务；体

育场馆管理；水上游乐项目管理；游乐场项

目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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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长沙富格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100.00 万

元 
100.00% 

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土地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不动产管理；市场管理服务；体

育场馆管理；水上游乐项目管理；游乐场项

目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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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13 

长沙富创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100.00 万

元 
100.00% 

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土地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不动产管理；市场管理服务；体

育场馆管理；水上游乐项目管理；游乐场项

目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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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长沙富领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100.00 万

元 
100.00% 

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土地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不动产管理；市场管理服务；体

育场馆管理；水上游乐项目管理；游乐场项

目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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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长沙富田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100.00 万

元 
100.00% 

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土地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不动产管理；市场管理服务；体

育场馆管理；水上游乐项目管理；游乐场项

目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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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长沙富高商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100.00 万

元 
100.00% 

物业管理；商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土地管理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不动产管理；市场管理服务；体

育场馆管理；水上游乐项目管理；游乐场项

目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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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郴州步步高中

煌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2,200.00

万元 
100.00% 

商铺租赁及管理服务，商业管理顾问服务，

室内外娱乐项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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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了相关情况发生变动的企业信息： 

8 

步步高商业连

锁股份有限公

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86,390.395

1 万元 
34.99% 

超级市场零售（含网上销售）；广告制作、

经营；提供商业咨询服务；经营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

除外）；普通货运；仓储保管；商品配送；

柜台租赁服务；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劳务

服务（劳务派遣服务除外）；专业停车场服

务；热食品、冷食品、生食品、糕点、饮品

制售；烟草制品零售；家电的销售、安装及

维修；代办移动、联通、电信委托的各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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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计

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设计、发布、

代理、制作及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

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

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经

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以下项目限分公

司经营：娱乐业；餐饮；药品经营；电影放

映；眼镜（含角膜接触镜）及护理产品的销

售、配镜服务、食品生产及加工；二类医疗

器械零售；文化体育用品、出版物、摩托车

及电动车的销售；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的回

收；农副产品收购、加工及销售；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四、收购人的主要人员基本情况”部分

内容 

修订前：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何谦 董事长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涂涌 董事兼总经理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童文光 董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冯明 董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刘全利 董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王建梅 职工代表董事 女 中国 重庆市 无 

徐文戈 监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王彭果 监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淡治国 职工代表监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袁明 职工代表监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陈勇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刘波 财务总监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和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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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张文中 董事长 男 中国 北京市 无 

张潞闽 董事 男 中国 北京市 无 

田善斌 董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易丽琴 董事 女 中国 重庆市 无 

王填 董事 男 中国 长沙市 无 

覃伟 监事会主席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张斌 监事 男 中国 北京市 无 

袁明 职工代表监事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何谦 总经理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陈勇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尹向东 财务总监 男 中国 重庆市 无 

除易丽琴时任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副部长，作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因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超比例减持未披露及在限制转让期限内的

减持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11 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警告和罚款外，前述人

员最近五年未受过其他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八、“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六、在其他上市公司享有权益的情况”

部分内容 

修订前： 

证券简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方式和比例 

新华百货 上交所 600785 22,563.128 

主要涉及综合购物中

心、百货商场、超市

连锁、电器及通信连

锁等在内的商业零售

业务 

通过物美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

绿色安全农产品

物流信息中心有

限公司和物美津

投(天津)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间接控

制 40.028% 

修订后： 

证券简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方式和比例 

新华百货 上交所 600785 22,563.128 

主要涉及综合购物中

心、百货商场、超市

连锁、电器及通信连

通过物美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

绿色安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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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方式和比例 

锁等在内的商业零售

业务 

物流信息中心有

限公司和物美津

投(天津)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间接控

制 40.12%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详见同日披露的《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修订稿）》。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