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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1、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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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16 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2、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持有、控制冠

农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

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在冠农股份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为：第二师国资委将其持有的鑫融贸易100%股权无偿

划转至绿原国资。 

5、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前，绿原国资通过冠农集团间接持有冠农股份

320,932,708股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40.89%，鑫融贸易直接持有冠农股份

25,202,160股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3.21%；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绿原

国资将通过鑫融贸易间接增持冠农股份25,202,160股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3.21%，合计间接持有冠农股份44.1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规定，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尚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6、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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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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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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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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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第二师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第二师国资委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鑫融贸易、标的公司 指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绿原国资、公司、收购人 指 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冠农集团 指 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绿洲农业 指 新疆塔里木绿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汇源 指 新疆铁门关市金汇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川热电 指 新疆金川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冠农股份、上市公司 指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收购报告书 指 《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股权划转、本次股权无

偿划转 
指 

第二师国资委持有的鑫融贸易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绿原

国资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行为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指 第二师国资委和绿原国资签署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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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为：第二师国资委将其持有的鑫融贸易100%股权无偿划

转至绿原国资。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前，绿原国资通过冠农集团间接持有冠农股份320,932,708

股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40.89%，鑫融贸易直接持有冠农股份25,202,160股

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3.21%；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绿原国资将通过

鑫融贸易间接增持冠农股份25,202,160股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3.21%，合计

间接持有冠农股份44.1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股

权无偿划转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尚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

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绿原国资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建新 

注册资本： 86,429.53 万元 

实收资本： 86,429.53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9 月 13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名称： 第二师国资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67668009176 

注册地址： 新疆铁门关市兴疆路 1 号政府办公楼 5 楼 501、502 室 

通讯地址：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人民西路与巴音西路交叉口

南 50 米（原农二师师部） 

联系电话： 0996-2019706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投资与资产管理，批发零售：农膜、化肥、其他农畜

产品、其他机械设备、建材、钢材、煤，皮棉的收购及销售；

农业灌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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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收购人控股股东为第二师国资委，实际控制人为第二师，第二师国资委代表

第二师履行出资人职责，其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收购人为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师国资委是收购人的唯一股东,代表第二师履

行出资人职责。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第二师。其作为执行屯垦戍边特殊使命的组织，实行

党政军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

务，在管理区域内行使政府职能，有完善的公检法司监机构，对管辖的行政事业

单位和团场等国有企业进行行政领导，为非法人行政性管理单位。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收购人控股股东第二师国资委不从事具体业务经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第二师国资委下属主要核心企业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100% 

第二师国资委 

绿原国资 

 

第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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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师国资委下属主要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1 

新疆绿原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86,429.53 100% 

国有资产投资与资产管理，批发零售：农膜、化肥、

其他农畜产品、其他机械设备、建材、钢材、煤，

皮棉的收购及销售；农业灌溉服务 

2 
新疆绿原鑫融贸

易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国内国际贸易，贸易经纪与代理，物流市场开发及

管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信息服务，资产

监管服务，批发、零售：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

农、林、牧产品、机械设备、五金及电子产品、棉

花、棉籽、棉粕、棉花副产品、棉短绒、农副产品、

油脂、生物柴油、金属制品、铝合金制品、焦炭、

办公用品；农产品初级加工服务，煤炭销售，货运

代理，配送、仓储、包装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机械设备租赁；其他未列明的商务服务 

3 

新疆铁门关市金

汇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0 100% 

投资与资产管理，批发零售：农膜、化肥、其他农

畜产品、其他机械设备、建材、钢材、皮棉的收购

及销售、五金交电、农副产品 

4 

新疆塔里木绿洲

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1,100.00 100% 

农业开发；农业、林业种植、销售；畜牧养殖、销

售；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国有资产管理、其他资产

管理服务、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食品加工、

销售；餐饮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设备、

场地、房屋租赁；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其他日

用品、其他农副产品、其他化工产品、农畜产品、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钢材、建材、农膜、化

肥、煤炭；收购、销售、加工：皮棉 

5 
新疆金川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 
41,455.18 100% 

火力发电项目的投资,火力发电,供暖、供热、供蒸

汽服务 

100% 100% 

第二师国资委 

100% 

第二师 

100% 

绿洲农业 

 

100 % 

绿原国资 

 

鑫融贸易 

 

金川热电 

 

金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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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主要业务情况 

收购人为第二师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的资本

运作、产权运营、投融资业务，并肩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对出资企业国

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 

收购人作为第二师国资委的投融资平台，投资的企业主要涉及棉花、农资、

煤炭、电能、建材的销售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建筑安装和房地产开发、类金融等

行业。其下属主要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1 

新疆天润恒泰

农资有限责任

公司 

 

1,229.36 100% 

零售：农药（剧毒农药除外）;批发、零售：化肥、农膜、

其他农畜产品、金属材料、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

汽车配件、农业机械及配件、其他化工产品、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润滑油、针纺织品、其他日用品、农业滴灌

材料、房屋及设备租赁、货物装卸、搬运，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制造、销售：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

无机肥、复合肥、水溶肥、微肥，滴灌工程，塑料制品

加工、销售；仓储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其他

居民服务 

2 

新疆永安天泰

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15,417.58 100% 

农二师 17 个农牧团场的电力供应；承装四级、承修四级、

承试四级，对农二师电网内部使用的单、三相电能表实

施检定；批发零售：其他机械设备、其他农畜产品、皮

棉及棉花副产品，电气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境内

劳务输出,工程项目服务 

3 

新疆泓景创意

设计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 50.24% 
水资源论证，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测量，土地勘

测；建筑工程，房屋租赁 

4 
铁门关永瑞供

销有限公司 
26,317.86 100% 

籽棉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烟花爆竹（仅限土产日杂

分公司经营）。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仓储）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批发零售：其他农畜产品、其

他日用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其他化工产品、建筑

材料、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农用薄膜、皮棉及棉

花副产品、日用杂货，房屋租赁，果品贮藏保鲜，籽棉

收购。加工、批发零售：塑料周转筐（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批发零售：新鲜蔬菜、水果（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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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疆天宇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14,000.84 84.67%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

（仅限抗震加固），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货物的进

出口业务*** 

6 
新疆金川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100% 煤炭销售，能源投资 

7 

新疆万源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

司 

10,000.00 100% 

货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

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

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

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

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国

家及自治区规定的其他业务投资、工商咨询，市场信息

咨询 

8  

新疆绿原铁信

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10,000.00 100%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

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

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

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

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国

家及自治区规定的其他业务 

9 
新疆华世丹药

业有限公司 
19,825.00 58. 61% 

生产和销售片剂、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软胶囊剂、

颗粒剂（含中药提取），合剂的药品，保健食品的生产、

销售 

10 
博斯腾集团有

限公司 
21,553.09 100% 

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物业管理；休闲健身活动；室内

体育场所服务；室内娱乐活动；其他娱乐活动；停车服

务；摊位租赁；房屋出租；汽车租赁；企业管理服务；

商业信息咨询服务；其他企业管理服务；旅行社，会议

及展览服务；办公服务；洗染服务；洗浴服务；办公设

备维修；清洁服务；其他清洁服务，其他未列明的居民

服务；其他未列明的商务服务业；电影放映；零售：食

品、烟、玉器、果蔬、农副产品；批发、零售：针纺织

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五金交电、工艺及美术品；游

览景区管理；观光果园管理服务；旅游资源开发 

11 

新疆蓝天工程

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 

376.50 61.65%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公路工程监理；水

利工程建设监理；人民防空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具

体经营项目以资质证书为准）。批发零售：文具用品，房

屋租赁服务；其他未列明的商务服务业；其他居民服务 

12 
铁门关市金溢

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 

投资与资产管理，批发、零售：农膜、化肥、其他农畜

产品、其它机械设备、建材、钢材、棉花的收购及销售，

农业灌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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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铁门关市中联

新运旅客运输

有限公司 

 

287.32 100% 

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小轿车）、

县内班车客运（小轿车）、县际包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

普通货物运输，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

外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设

备租赁、汽车租赁,其他未列明的商务服务业，其他居民

服务，城市公交运营，电子商务，喷滴灌设备及给排水

设备安装，市场信息咨询服务，装卸服务，仓储服务，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推广、

安装、调试服务；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货运代理服务；

批发、零售：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皮棉及棉花副产品、

其他日用品、服装、纺织品、有色金属材料、其他化工

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农产品、其他农畜产品、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煤炭；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14 

新疆万源农业

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11,580.00 68.05% 农业机械服务，农田土地整理 

15 

新疆库尔勒鑫

金三角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4 100% 

市场开发、经营、管理，房屋租赁，场地出租，停车服

务，洗车服务，其他未列明的商务，物业管理，代收水、

电、暖气费。（管控要素除外） 

16 

铁门关市开发

区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5,000.00 51% 

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的经营、管理，政府委

托的城市经营性资产、准经营性资产的经营和非经营性

资产的管理，政府委托的城市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经

营、城市存量资产的经营、管理，政府委托的资产收益

管理、产权监管、资产重组，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建设

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城市建设项目

投资、商业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

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物流仓储服务；市政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 

17 
铁门关市鼎业

投资有限公司 
17,000.00 100% 

建筑施工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设备租赁，吊装起

重设备,水暧安装、维修。农业项目投资；商业项目投资；

企业策划；企业品牌管理；商业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服务；贸易信息咨询；其他企业管理服务；批发、零

售：农膜、化肥、其他农畜产品、其他机械设备、建材、

钢材、棉花的收购及销售，农业灌溉服务 

18 
新疆冠农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3,000.00 10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及相关的咨询

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批发零售：五金交电、

其他日用品、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建材、其他化

工产品、钢材、其他农畜产品，皮棉收购及销售 

19 

铁门关市泽源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00.00 7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经纪、

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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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疆绿原拍卖

有限公司 
500.00 100% 

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力、

文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九条规定的公物以

外的拍卖业务 

21 

铁门关市绿原

同创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10,000.00 40%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 

注：根据师市深化国企改革的安排部署，新疆天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蓝天工程监理咨

询有限公司及新疆泓景创意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已在新疆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对

外转让。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挂牌公司已经分别与购买方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尚未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收购人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1,645,184.94 1,786,457.84 1,907,819.70 1,612,264.10 

负债总额 927,873.78 1,072,632.83 1,116,919.43 855,575.20 

资产负债率 56.40% 60.04% 58.54% 53.07% 

净资产 717,311.16 713,825.00 790,900.27 756,688.90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06,677.81 627,942.24 582,198.18 675,440.12 

净利润 7,524.87 10,582.60 13,377.71 15,409.67 

净资产收益率 1.05% 1.41% 1.73% 2.04% 

注：2019 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受处罚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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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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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居留权 

康建新 男 董事长 65030019710425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郝花 女 总经理 65400119800830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张金焱 男 董事、副总经理 65282419730708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金蓓妍 女 董事、副总经理 65280119740224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刘 辉 女 董事、副总经理 65282619730307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范爱军 男 董事 65030019660628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李恒青 男 监事会主席 65282719611207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苗向阳 男 监事 65282819690407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吴  芳 女 监事 65280119710901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孙晓强 男 监事 65282319640713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解洪波 女 监事 22058119760727XXXX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通过冠农集团间接持有冠农股份40.89%股份，

收购人控股股东第二师国资委还通过鑫融贸易和金汇源分别间接持有冠农股份

3.21%股份和4.14%股份，除此之外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持有、控

制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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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为了实现对下属公司国有股权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一个股权投资管理和资本

市场运作的综合平台，第二师于 2004 年 9 月授权第二师国资委出资设立了国有

独资公司—绿原国资。绿原国资对第二师下属公司国有股权实施统一管理。 

为了进一步优化师市国有企业产业布局，理顺国有企业党组织隶属关系，提

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影响率和资产配置效率，第二师国资委拟将其持有的鑫融贸

易100%股权无偿划转至绿原国资。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收购人将通过鑫融

贸易间接增持冠农股份25,202,160股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3.21%，合计间

接持有冠农股份44.10%股权。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实现了第二师对下属公司国有股权的集中控制和

统一管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除国有股权结构性调整、股权划转外，收购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冠农股份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鑫融贸易 100%股权，鑫融贸易拟在未来 12 个

月内减持冠农股份不超过 25,202,160 股股份，即不超过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3.21%。 

若以后实施上述计划，鑫融贸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

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程序 

1、2019 年 7 月 10 日，绿原国资召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无偿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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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议案》，同意第二师国资委持有的鑫融

贸易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绿原国资。 

2、2019 年 7 月 25 日，鑫融贸易召开董事会，同意第二师国资委持有的鑫

融贸易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绿原国资。 

3、2019 年 8 月 19 日，第二师国资委印发《关于同意无偿划转新疆绿原鑫

融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同意将第二师国资委持有的鑫融贸易 100%股权无

偿划转至绿原国资。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行为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

务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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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前，收购人间接持有冠农股份 320,932,708 股股份，占冠

农股份总股本的 40.89%股权，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收购人将通过鑫融贸易间接增持冠农股份

25,202,160 股股份，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3.21%，合计间接持有冠农股份 44.10%

股权，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40.89% 

100% 

3.21% 4.14% 

100% 100% 

第二师国资委 

100% 

第二师 

100% 

绿洲农业 

 

100% 

绿原国资 

 

鑫融贸易 

 

金汇源 

 

金川热电 

 

冠农集团 

 

冠农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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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内容为第二师国资委将其持有的鑫融贸易100%股权无偿划

转至绿原国资。 

2019 年 8 月 18 日，第二师国资委与绿原国资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划出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股权划入方：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3、划转股份：第二师国资委持有鑫融贸易的100%股权。 

4、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本次划转未导致鑫融贸易国有性质发生改变。 

5、转让价款及对价支付：本次划转为无偿划转，不涉及支付对价。 

6、划转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7、职工安置：本次划转不涉及职工安置，冠农股份职工的劳动关系不发生

变化。 

100% 100% 100% 

44.10% 

100% 

3.21% 

4.14% 

40.89% 

100% 

冠农集团 

冠农股份 

鑫融贸易 

绿原国资 

第二师国资委 

金汇源 

 

第二师 

金川热电 

100% 

绿洲农业 

 



                                                                         收购报告书摘要 

16 

 

8、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本次划转完成后，鑫融贸易的债权、债务不发

生变化，仍然由鑫融贸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约定享有或承担。 

9、生效时间及条件：本协议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划出方向划入方

无偿划转其所持有且拟划转的标的股权，划入方同意受让划出方划转的标的股

权： 

（1）本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第二师国资委批准本次划转所涉相关事项后； 

（3）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国资因本次划转而触发的对冠农股份的要约收购

义务。 

三、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未附加任何特殊条件。  

四、本次拟划转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拟划转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限售、股权

质押、冻结或其他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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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监管机构要求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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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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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人：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康建新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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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

署页） 

 

 

 

 

 

 

 

 

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康建新          

                                        2019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