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和 

2016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

及《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

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云南白药”）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4 白药

01”）和 2016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

云白 01”）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本

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信

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33 号”文核准，云南白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获准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第一期发行规模为 9 亿元。2014 年 10 月 20 日，发

行人成功发行 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

称“14 白药 01”、债券代码“112229”），“14 白药 01”为 7 年期，附第 5 年末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药控股”、“担保人”或“收购人”）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第二期

发行规模为 9 亿元。2016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2016 年云南白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云白 01”、债券代码

“112364”），“16 云白 01”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由白药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发行人因筹划与控股股东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药控股”）

整体上市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发行人

股票（证券简称：云南白药，证券代码：000538）已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星

期三）开市起停牌。发行人“14 白药 01”（代码：112229）和“16 云白 01”

（代码：112364）两只债券不停牌。具体内容参见发行人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

披露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17）。 

2018 年 9 月 27 日、2018 年 10 月 11 日、2018 年 10 月 18 日发行人分别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20、公告编号 

2018-22、公告编号 2018-23）。 

发行人原计划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者报告书并复牌，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人控股股东白药控股整体上

市的相关事宜，交易方案和相关事项非常复杂，发行人及相关各方仍需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持续沟通和论证。为确保本次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发

行人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发行人申请证券继续停牌，并预计继

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 10 月 18 日披露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

展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白药控股的三方股东，即云

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鱼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方案 

发行人拟通过向控股股东白药控股的三家股东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及江

苏鱼跃发行股份的方式对白药控股实施吸收合并。发行人为吸收合并方，白药

控股为被吸收合并方。 

3、标的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被吸收合并方为白药控股，白药控股系持股性公

司，主要通过发行人开展医药相关业务。 

（二）发行人股票停牌前 1 个交易日（2018 年 9 月 18 日）的主要股东持

股情况 

1、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票种类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类别 

1 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432,426,597 41.52 无限售流通股 

2 云南合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04,418,465 10.03 无限售流通股 

3 
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人民币普通股 97,500,000 9.36 无限售流通股 

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84,163,177 8.08 无限售流通股 

5 新华都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35,343,424 3.39 无限售流通股 

6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26,695,078 2.56 无限售流通股 

7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2,129,800 1.16 无限售流通股 

8 陈发树 人民币普通股 8,948,211 0.86 无限售流通股 
9 全国社保基金四 人民币普通股 6,922,856 0.66 无限售流通股 



一四组合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人民币普通股 6,305,107 0.61 无限售流通股 

2、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票种类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股份类别 

1 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432,426,597 41.52 无限售流通股 

2 云南合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04,418,465 10.03 无限售流通股 

3 
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人民币普通股 97,500,000 9.36 无限售流通股 

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84,163,177 8.08 无限售流通股 

5 新华都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35,343,424 3.39 无限售流通股 

6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26,695,078 2.56 无限售流通股 

7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2,129,800 1.16 无限售流通股 

8 陈发树 人民币普通股 8,948,211 0.86 无限售流通股 

9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四组合 人民币普通股 6,922,856 0.66 无限售流通股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人民币普通股 6,305,107 0.61 无限售流通股 

（三）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停牌期间，发行人与相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努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发

行人自停牌之日起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登记和申报。发行人已组织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等中介机构根据进

度安排开展稳步推进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对交易方案和标的资产涉

及的相关事项进行论证，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行持续沟通，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类文件也正在持续准备之中。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人控股股东白药控股整体上市的相关事



宜，涉及向云南省国资委等白药控股三家股东发行股份对白药控股实施吸收合

并，交易结构和相关事项非常复杂，涉及国资监管部门的内部程序和沟通工

作，同时涉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和白药控股其他股东的沟通工作，所需流程和

时间较长，交易细节需进一步论证，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交易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发行人预计无法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

案（或报告书）。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确保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发行人股票价格异常波

动，经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发行人股票自 201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

五）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四）承诺事项 

若发行人未能在继续停牌的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且发行

人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者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发行人证券最晚

将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恢复交易，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是

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 

若发行人决定终止重组，或者发行人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

仍未能披露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发行人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

的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发行人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发行人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发行人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行人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4 白药 01”和“16 云白 01”的受托管理

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及第十七

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提



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14 白药 01”和“16 云

白 01”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

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