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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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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在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光”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摘要披露的相关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江苏阳光拥有权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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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阳光集团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208,800 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与一致行动人持有比例合计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30%。 

根据收购人通过上市公司披露的股份增持计划，收购人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 12 个月内拟进一步增持江苏阳光股份，增持不低于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的 0.5%且不超过 2%的股份。继续增持将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但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收购人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 12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不超过江苏阳光已发行 2%的股份的行为可免于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

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收购人阳光集团已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通过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合计 27,102,071 股，增持均价 2.445 元/股，占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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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的 1.52%。收购人本次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后，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1.52%。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

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摘

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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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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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摘要中含义如下： 

江苏阳光、上市公司 指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阳光集团 指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控股股东、阳光控股 指 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陈丽芬、郁琴芬、孙宁玲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本次

增持 
指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阳

光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江苏

阳光合计 27,102,07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1.52%；增持完毕后，阳光集团及一致行

动人持有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上升至 31.52%，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摘要、本摘要 指 
阳光集团出具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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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最近三年 指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所涉及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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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阳光集团基本信息 

阳光集团的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陆克平 

注册资本 195,387.3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25034487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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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绒、毛纱、针织绒、绒线、羊毛衫、服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防静电工作服、防酸工作服、阻燃防护服）、针织品、装具、

纺织工业专用设备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染

整；洗毛；纺织原料（不含籽棉）、金属材料、建材、玻璃纺机

配件、五金、电器、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和发射装置）的销售；饮用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矿

泉水、包装饮用水、饮料的生产、销售；光伏电站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光伏电站系统建设；光伏发电；售电；光伏

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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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1993-07-17 至 2043-07-16 

控股股东姓名 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联系电话 0510-86121888 

2、阳光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关系 

阳光集团股权关系清晰，不涉及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持股，也不涉及合伙

企业持股。阳光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阳光控股，实际控制人为陆克平先生，股权

结构如下图所示：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95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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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阳光集团的控股股东情况 

阳光集团的控股股东阳光控股的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陆克平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727409499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软件的开发、销售；呢绒、毛纱、绒

线、羊毛衫、服装、针织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防静电工作

服、防酸工作服、阻燃防护服）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

销售；纺织原料（不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金属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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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1-04-12 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姓名 陆克平 

通讯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联系电话 0510-86121888 

4、陆克平的基本情况 

阳光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陆克平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陆克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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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 32021919441109****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新桥老街 

通讯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通讯方式 0510-86121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最近五年主要任职情况 

担任阳光集团总经理及执行董事；阳光控股

总经理及执行董事；阳光股份董事；阳生生

物董事长及总经理；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担任总经理等职务 

（二）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收购人阳光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包括陈丽芬女士、郁琴芬女士、孙宁玲女士

三名自然人。 

阳光集团与陈丽芬女士、陆宇先生、孙宁玲女士于 2013 年 8 月 5 日签署了

《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2017 年 2 月，陆宇先生将所持股份转让

给郁琴芬女士，郁琴芬女士为陆宇先生之母亲，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

之妻子，与上述一致行动人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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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包括陈丽芬女士、郁琴芬女士、孙宁玲女士三名自然

人。 

1、陈丽芬女士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陈丽芬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21919590705****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居民新村 

通讯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通讯方式 0510-86121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五年任职情况 

陈丽芬女士最近 5 年内的主要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任职时间 主营业务 注册地 
是否与所任职单

位存在产权关系 

江苏阳光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1999年 2 月至今 纺织 

江苏省

江阴市 
是 

江苏阳光集团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09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 
毛纺、服装 

江苏省

江阴市 
是 

江苏阳生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15年 5 月至今 

生物医学工程

领域的产品 

江苏省

江阴市 
是 

2、郁琴芬女士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郁琴芬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21919471016****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新桥老街 

通讯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通讯方式 0510-8612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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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五年任职情况 

郁琴芬女士最近 5 年内的主要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任职时间 主营业务 注册地 

是否与所任

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江阴瑞泰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

经理 

2018 年 2 月至

今 

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服务 

江苏省

江阴市 
是 

3、孙宁玲女士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孙宁玲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81000019751224****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通讯地址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 号 

通讯方式 0510-86121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香港 

（2）最近五年任职情况 

孙宁玲女士最近 5 年内的主要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主营业务 注册地 
是否与所任职单

位存在产权关系 

无 无 无 无 无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

况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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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江苏阳光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64.29%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软件的开发、销售

；呢绒、毛纱、绒线、羊毛衫、服装、针织

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防静电工作服、防

酸工作服、阻燃防护服）的研究、开发、制

造、加工、销售；纺织原料（不含籽棉）、

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日用杂品

（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产品

、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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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江苏阳光集

团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呢绒、毛纱、针织绒、绒线、羊毛衫、服装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防静电工作服、防酸

工作服、阻燃防护服）、针织品、装具、纺

织工业专用设备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

、加工、销售；染整；洗毛；纺织原料（不

含籽棉）、金属材料、建材、玻璃纺机配件

、五金、电器、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的销售；饮用

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水、

包装饮用水、饮料的生产、销售；光伏电站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光伏电站

系统建设；光伏发电；售电；光伏设备及配

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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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江苏阳光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

江阴市新桥镇

马嘶桥 

9.98% 

呢绒、毛纱、毛线、针纺织品、服装、纺织

机械及配件制造、销售；毛洗净分梳；纺织

原料（不含棉花、蚕茧）、金属材料、建筑

用材料、装饰装修材料、五金、电子产品、

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玻璃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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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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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1-2 

江苏阳光集

团电力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电力技术应用研发；储能技术、物联网技术

、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应用；新能源综

合开发应用；企业综合能效管理；节能环保

的技术研发、设备安装、运营维护；承装、

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受电设施；电力运行

设备代管；电气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改造；电气通信设备安装

（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及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制冷设备、工程机械电力设

备的维修；防火工程施工；机械设备、通信

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发

射装置）、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建材、金

属材料、针织品、纺织品、服装、劳保用品

、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的销售；电气设备的租

赁（不含融资租赁）；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的开发、应用、安装、维修、维护、运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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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江阴悦迈贸

易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

料（不含籽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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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江阴汇品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

辅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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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江阴新维咨

询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教育咨询)；企业

管理(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

原料(不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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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47510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47510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47510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7147523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7147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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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1-6 

江苏阳光集

团投资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不含投资咨询、教育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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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江阴广亿咨

询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教育咨询)；企业

管理(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

原料(不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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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江苏阳光时

尚家居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商业办公家具布艺、布艺软饰（窗帘、地毯

）、家居用品、床上用品的设计、制造、加

工；家装工程的设计、施工；纺织品的设计

、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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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江阴广汇咨

询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教育咨询)；企业

管理(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

原料(不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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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江苏艾佛瑞

服饰有限公

司 

江阴市长江路

609号 
100% 

服装服饰的设计、开发、销售及网上销售；

纺织品、针织品、纺织原料、鞋帽、文具用

品、日用百货的销售；图文设计、制作；企

业形象策划；从事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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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8146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8146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8146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7102646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7102646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6819300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6819300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6819300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7097215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7097215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848406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848406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848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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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1-11 

江苏阳光集

团能源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润滑油、燃料油（不含危险品）、天然气（

不含作为化工原料等非燃料用途的天然气）

、石油制品（不含危险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的销售；有色金属、电解铜、金

属材料的销售；新能源产品、石油化工产品

与矿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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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江苏阳光服

饰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428号 
100% 

服装、领带、票夹、皮带、围巾、手巾、手

袋的制造、加工；服装、纺织原料（不含籽

棉）、纺织品、针织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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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江阴中盛服

饰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新华路25号 
100% 

生产高档服装；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

装辅料、纺织原料（不含籽棉）、建材、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日用杂品（不含烟

花爆竹）、水暖配件、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金属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

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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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高邮汇阳纺

织贸易有限

公司 

高邮市金拇指

广场1-105 
100%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

料（不含籽棉）、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金

属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商务

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未经批准不得擅

自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

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

、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代客理

财等金融业务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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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6896255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6896255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6896255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053642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053642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97429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97429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1314289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1314289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1314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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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1-15 
江阴恩奈贸

易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

料（不含籽棉）、水暖配件、金属材料、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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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 

江苏阳光生

态园科技有

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花卉、林木的研究、开发、种植、销售（不

含种子苗木）；水产（不含种苗）的养殖、

销售；提供旅游观光服务；园艺绿化工程施

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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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江阴赛澳贸

易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

料（不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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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江苏阳光毛

纺服装技术

开发有限公

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80% 

服装、纺织新材料、纺织助剂、染料、纺织

仪器、纺织机械的研究、开发及技术成果转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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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北京盛世邻

里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

八里庄西里99

号20层2302 

53.7%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技术

开发；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企业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销售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未

经加工的干果、厨房用具、日用品、鲜蛋、

食用农产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

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

电子公告服务（其他有效期至2023年10月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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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江阴阳光化

纤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工业园区 
51% 

化纤及棉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纺织原

料（不含籽棉）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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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7676564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7676564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787551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787551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787551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7674167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7674167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11067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11067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11067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11067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95906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95906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95906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704360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704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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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1-21 

江阴阳光钢

结构有限公

司 

江阴市新桥镇

工业园区 

 

51% 

轻工钢屋架的制造、加工、安装、销售；彩

色金属瓦的制造、加工、销售；机械设备的

研究、开发、安装；五金、冷作加工；建材

、五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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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江苏阳光水

处理科技有

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 

号 

51% 

污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的研

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租赁；污废

水处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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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江阴罗格斯

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 
50% 

教育科技研发、教育软件研发；文化交流活

动；艺术交流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

产开发、销售、营销策划；房产信息咨询服

务；物业管理；装饰装潢、建筑材料及设备

的销售；水电安装；办公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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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江苏阳光集

团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50% 

健康养老咨询和服务；医疗机构管理咨询；

医疗信息化技术服务及咨询；医疗设备技术

咨询；生物医药技术信息咨询；药品及医疗

器械批发零售；保健食品批发零售；健康产

业咨询、策划、营销、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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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香港金铭有

限公司 
香港 100% 商业投资（中国内地除外）和国际贸易 

1-1-26 

江苏阳光海

克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40% 

医疗诊断设备（限肺癌和胃癌领域使用）的

研发、生产、维修，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

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进出口业务。（不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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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江阴阳光大

厦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 
100% 

住宿；大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

不含生食海产品）；舞会；理发店；美容店

；保龄球、桌球、棋牌、健身的服务；猪、

牛、羊、家禽的饲养、屠宰、销售；蔬菜种

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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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609096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609096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609096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4234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4234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4234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459521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459521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459521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004700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004700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004700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3643041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364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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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阴阳光自

用备料保税

仓库有限公

司 

江阴市新桥镇

工业园区 
100% 

存放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经海关许可的进口

羊毛、毛条、染料助剂、服装面辅料、毛纱

、呢绒；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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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梦阳光旅游

发展有限公

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文化、旅游项目的策划、开发、设计、建设

、运行;生态农业的技术开发;旅游商品的研

究、开发、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会议及

展览服务;旅游信息咨询;培训服务(不含发

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工艺美术品、

体育用品、日用品的销售;饮用水处理技术

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水、包装饮用水

、饮料的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5 

江阴阳光加

油站有限公

司 

江阴市华士镇

新华路68号 
100% 

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和方式

经营）；润滑油、燃料油（不含危险品）的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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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江苏华东纺

织产品检测

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纺织品、服饰面料及辅料的检验测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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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江苏阳光进

出口有限公

司 

江阴经济开发

区定山路10号 
100%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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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阳光时尚服

饰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服装、鞋帽、针织品、纺织品、日用百货、

皮革制品、首饰、工艺品的销售;服装、鞋

帽、针织品、纺织品、日用百货、皮革制品

、首饰、工艺品的网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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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江阴阳光时

尚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通过互联网销售服装、鞋帽、针织品、纺织

品、日用百货、皮革制品、首饰、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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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267995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267995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267995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267995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354519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354519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354519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38233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38233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38233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0924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0924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20924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97485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97485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97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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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阳光时尚服

饰（江阴）有

限公司 

江阴市人民中

路87-91号 
100% 

服装、鞋帽、针织品、纺织品、日用百货、

皮革制品、首饰、工艺品的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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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江阴盛诺贸

易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镇中路 
100%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

料(不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文

具用品、体育用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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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江阴惠泽投

资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新民路 
100%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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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 

靖江润和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江洲路

188号 
100% 

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施

工；水电安装；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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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山东省中船

阳光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西

街771号 

92% 

以自有资金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

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未经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生态农业项

目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销售，酒店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

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配套工程施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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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潍坊嘉恒置

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街

771号会所A座 

1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酒店管理，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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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潍坊景隆置

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西

街789号1号楼 

1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酒店管理，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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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潍坊玖珑置

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西

街789号1号楼 

1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酒店管理，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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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潍坊旭中盛

置业有限公

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西

街789号 

1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酒店管理，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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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86150790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86150790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82359949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82359949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00407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00407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00407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891903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891903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891903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855543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855543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3844410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3844410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384439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384439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0231768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0231768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0231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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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潍坊峰松置

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街

789号 

1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酒店管理，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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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 

中船阳光（海

南）城建投资

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

南海大道266

号海口国家高

新区创业孵化

中心A楼5层

A1-556室 

100% 

市政工程、水利工程、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施

工，生态农业项目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房

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代理，酒店管理(不

含酒店经营)，房地产咨询服务。 

1-12-7 

潍坊中船华

宇置业有限

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街

771号会所B座 

1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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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昌乐汇盈贸

易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街

771号会所B座 

100% 

五金建材、建筑防水材料、水泥制品、保温

隔热材料、电讯器材、包装材料、供暖设备

、办公用品、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机电设

备。(以上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i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2-9 

台州市路桥

中船阳光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

路桥区台州世

界贸易中心写

字楼A区拾层

A-1039号 

100% 

生态农业项目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房地产

开发;商品房销售代理;酒店管理;房地产咨

询服务;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 

1-12-10 

潍坊九龙湖

城市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宝通西

街789号 

70% 

基础设施项目、商旅文体项目、公共服务配

套项目、生态农业项目、医疗养老项目、水

域整治项目、园林绿化项目的投资、规划设

计、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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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新余天工开

物葡萄酒科

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余市

仰天岗太阳城

小区 

85% 

葡萄种植;葡萄酒技术研发、文化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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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

营) 

1-14 

江阴天祥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江阴市祝塘镇

永平村村委西 
80% 

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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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江苏阳光置

业发展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74.25% 

房地产开发、出租、销售;室内外装潢;水电

安装;物业管理;挖土、堆土、运土的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0231768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0231768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69027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69027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7269027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748364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748364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748364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461372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461372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0791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0791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0791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0791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3267524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3267524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3267524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3267524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61341685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61341685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61341685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082449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082449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082449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54177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54177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54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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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包头市金富

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

司 

东河区河东村

南二里半村 
55%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15-2 

无锡阳光建

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春

潮花园二区

355-1号230室 

100% 

受托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自有房屋出

租;自行开发房屋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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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 

南京建辉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

玄武大道88-3

号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相关配套服务;房

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6 

江苏阳光控

股集团油气

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新华路25号 
51% 

燃料油的开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17 

江苏阳光源

科技有限公

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51% 

饮用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

水、包装饮用水、饮料的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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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 
阳光源科技

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陶新路18号 
100% 

饮用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

水、包装饮用水、饮料的生产、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18 

江阴阳光中

硅硅业新材

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新华路25号 
51% 

硅材料的销售、研究、开发;太阳能铝边框

的制造、加工、销售;通用设备、专用设备

的制造、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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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江阴金德冷

链物流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

马嘶东路8号 
35% 

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冷库出租;外购蒸汽的

供应;国际货运代理;装卸服务;食品、农副产

品的销售;工业制冰;餐饮管理服务;营养健

康咨询;食品加工技术的咨询服务及技术转

让;组织餐饮文化交流活动;食品展览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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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19238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19238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19238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192383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423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423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423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3632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3632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43632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930767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930767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19307677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21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20 

江苏阳生生

物股份有限

公司 

江阴市滨江开

发区定山路10

号 

30% 

生物工程技术及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相关的

技术服务;生物工程产品的生产(限三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

器官);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1 

江阴利昌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

经济开发区滨

江东路48号 

95.69% 

从事江阴30-09-7108、30-09-7109号地块普

通住宅及配套商业设施的开发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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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易于阅读理解，本表中的序号代表层级，持股比例为上一层级企业持有本层级的直

接持股比例（如：陆克平直接持有 1；1 直接持有 1-1、1-2、1-3、……；1-1 直接持有 1-1-1、

1-1-2、1-1-3、……），以下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的清单序号也按此方式编制。 

（二）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1、陈丽芬女士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江阴恒源企业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江阴市长江路

777号20号楼二

楼（东方广场） 

30% 

（剩余股份为陈

丽芬的子女持有，

形成共同控制） 

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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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阳光卫生医疗

新材料江阴有

限公司 

江阴市东盛西路

6号A9-011# 
85% 

卫生医疗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产业用纺织品、塑料薄膜、非织造

布的制造和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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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江苏阳光股份

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马

嘶桥 

8.31% 

（阳光集团为江

苏阳光控股股东，

阳光集团、陈丽芬

女士、郁琴芬女士

、孙宁玲女士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 

呢绒、毛纱、毛线、针纺织品、服装

、纺织机械及配件制造、销售；毛洗

净分梳；纺织原料（不含棉花、蚕茧

）、金属材料、建筑用材料、装饰装

修材料、五金、电子产品、通讯及广

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玻璃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7053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7053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970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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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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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郁琴芬女士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江阴瑞泰

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陶

新路18号 
100% 

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和教育咨询）；

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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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浙江自贸

区德合贸

易有限公

司 

浙江省舟山市定

海区舟山港综合

保税区企业服务

中心305－72004

室（自贸试验区

内） 

99% 

纺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料（不含籽

棉）、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矿产品的销售；

信息咨询服务；矿上工程技术研究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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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江苏阳光

股份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马

嘶桥 

8.09% 

（阳光集团

为江苏阳光

控股股东，阳

光集团、陈丽

芬女士、郁琴

芬女士、孙宁

玲女士存在

一致行动关

系） 

呢绒、毛纱、毛线、针纺织品、服装、纺织机

械及配件制造、销售；毛洗净分梳；纺织原料

（不含棉花、蚕茧）、金属材料、建筑用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五金、电子产品、通讯及广

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及发射装置）、玻璃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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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孙宁玲女士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江苏阳光股

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

新桥镇

马嘶桥 

5.14% 

（阳光集团为

江苏阳光控股

股东，阳光集

团、陈丽芬女

士、郁琴芬女

士、孙宁玲女

士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呢绒、毛纱、毛线、针纺织品、服装、纺织机械

及配件制造、销售；毛洗净分梳；纺织原料（不

含棉花、蚕茧）、金属材料、建筑用材料、装饰

装修材料、五金、电子产品、通讯及广播电视设

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

）、玻璃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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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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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阳光集团为控股型公司，其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467,284,530.29 20,357,558,082.93 25,244,652,003.62 

净资产 11,827,176,507.74 11,552,848,761.22 11,927,322,539.11 

利润表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1,242,513,823.71 10,438,029,811.53 9,839,598,233.73 

净利润 950,335,961.81 711,311,474.52 522,128,546.0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810,834,085.43 588,189,581.91 359,309,387.75 

财务指标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

摊薄） 
8.04% 6.16% 4.38% 

资产负债率 47.36% 43.25% 52.75% 

注：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净利润/期末所有者权益 

四、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及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一）最近五年的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未受过

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二）最近五年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发生的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如下表所示： 

原告 被告 事项 
受理机

关 

受理种类

（诉讼、

仲裁） 

诉讼、仲

裁结果 
日期 情况概述 

执行

情况 

五矿上

海浦东

贸易有

限责任

江苏阳光

集团有限

公司、张

雪妮、上

国际

货物

买卖

合同

上海高

级人民

法院 

诉讼 

二审诉

讼审理

中 

2018 年

12 月 14

日，二审

受理审

阳光集团为五矿上海浦东

国际货物买卖提供担保后

又解除了担保，但是五矿上

海公司单凭担保进行了起

不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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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海田芝进

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纠纷 理至今 诉，一审中法院判决阳光集

团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五矿

上海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

了上诉，现二审正在审理中 

五、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阳光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

责人）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陆克平 总经理，执行董事 32021919441109**** 中国 江苏省 无 

徐霞 监事 32021919650928**** 中国 江苏省 无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除持

有江苏阳光外，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5%。 

七、收购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情况说

明 

阳光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阳光控股，阳光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陆克平先生。

最近两年，阳光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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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基于对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为确保控

制权的稳定性并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实施了本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

划。 

二、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承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会转让本次增持的上市公司股

份。收购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江苏阳光股份，增持比例不低于上市公司

已发行总股本的 1%且不超过 2%。 

三、收购人就本次收购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 年 9 月 14 日，阳光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阳光集团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增持江苏阳光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8,916,800 股且不超过 35,666,800 股

的股份，即不低于江苏阳光已发行总股本 0.5%的股份，且不超过江苏阳光已发

行总股本比例 2%的股份。 

基于上述决定，阳光集团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期间，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江苏阳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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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阳光集团持有江苏阳光股份 150,872,16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8.46%；一致行动人陈丽芬、郁琴芬、孙宁玲分别持有江苏阳光股份

148,181,020 股、144,300,000 股、91,648,980 股，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8.31%、

8.09%、5.14%，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35,002,16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阳光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增持江苏阳光合计 27,102,071股，增持均价 2.445 元/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1.52%。本次增持后，阳光集团持有江苏阳光股份 177,974,233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9.98%；一致行动人陈丽芬、郁琴芬、孙宁玲分别持有江苏阳

光股份 148,181,020 股、144,300,000 股、91,648,980 股，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8.31%、8.09%、5.14%，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62,104,23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1.52%。 

二、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

持江苏阳光合计 27,102,071 股，增持均价 2.445 元/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52%。 

三、本次交易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 

本次收购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均为流通 A 股，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限制的情况。 

四、收购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阳光集团及一致行动人陈丽芬、郁琴芬、孙宁玲持有的

江苏阳光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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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持股数量（股） 质押股票数量（股） 

阳光集团 177,974,233 177,000,000 

陈丽芬 148,181,020 101,381,020 

郁琴芬 144,300,000 144,300,000 

孙宁玲 91,648,980 91,648,980 

合计 562,104,233 514,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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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陆克平 

 

签署日期：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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