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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海信电子产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之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

本次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以下简称“本次混改”）的

财务顾问，对本次混改完成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集团公司”）

与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电子控股”、“电子控股”）

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进行核查。 

一、本次混改概述 

2020 年 5 月 28 日，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公司”）发布公告，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青

岛市国资委”）《关于印发〈海信集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海信集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已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要求按照

企业改革改制工作要求，依法依规按程序推进实施。本次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以

公司控股股东海信电子控股为主体，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海信电子控

股已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在青岛产权交易所发布公告公

开征集战略投资者。 

2020 年 12 月 22 日，经过青岛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和竞争性谈判，确定青

岛新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新丰”）为本次成功征集的战略投资

者，海信电子控股已与青岛新丰签署《增资协议》，同意青岛新丰认缴海信电子

控股新增注册资本 4,150 万股。 

本次增资前，青岛新丰已持有海信电子控股的股份数量为 1,727 万股，持股

比例为 8.64%，与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海丰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丰”）

合计持股比例为 11.83%；本次增资后，青岛新丰持有海信电子控股 5,877 万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 24.36%，与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海丰合计持股比例为 27%。 

二、无偿划转概述 

青岛市国资委《关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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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要求将海信集团公司 10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青岛

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通集团”）持有。海信

电子控股成功征集战略投资者完成增资扩股后实施本次无偿划转。 

三、增资扩股与无偿划转前后股权结构图 

本次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后，无偿划转前的股权结构： 

 

本次无偿划转后的股权结构：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信集团有

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00% 

青岛员利信息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及合

伙企业 

青岛新丰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青岛恒信创

势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上海海丰

航运有限

公司 

岗位激励

股东 

168 名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99% 
16.53% 

32.36% 11.49% 8.64% 3.70% 3.19% 40.62% 

海信集团有

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6.79% 

青岛员利信息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及合

伙企业 

青岛新丰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青岛恒信创

势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上海海丰

航运有限

公司 

岗位激励

股东 

168 名 

9.52% 24.36% 3.06% 2.64% 33.63%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99%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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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与海信电子控股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分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现逐项分析如下： 

序号 法规原文 分析内容 

（一）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

关系 

1）本次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对海信电子控股的持股比例从 32.36%下

降到 26.79%，降至 30%以下，海信电子控股不存在任何单一股东（含

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超过 30%，或可以控制海信电子控股超过 30%表

决权； 

2）根据上述协议签署情况，本次混改后，海信电子控股董事会由九名

董事组成，海信集团公司推荐两名董事候选人，战略投资者青岛新丰与

上海海丰共同推荐两名董事候选人，董事会过半数推荐一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其余四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法如下： 

① 本次混改后首届董事会的四名董事候选人，由电子控股现任董事会

三名成员、华通集团推荐的两名董事候选人、战略投资者推荐的两名董

事候选人组成筹备组，由筹备组四分之三以上通过从现任经营管理骨干

优秀成员中推选四名作为董事候选人，提交电子控股股东大会选举。 

② 自本次混改后第二届董事会开始，由电子控股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从现任经营管理骨干优秀成员中推选四名作为董事候选人，提交电

子控股股东大会选举。 

无任何单一股东（含一致行动人）能决定海信电子控股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的选任并控制董事会。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信集团有

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00% 

26.79% 

青岛员利信息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及合

伙企业 

青岛新丰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青岛恒信创

势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上海海丰

航运有限

公司 

岗位激

励股东 

168 名 

9.52% 24.36% 3.06% 2.64% 33.63%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99% 
16.53%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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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混改完成后，海信电子控股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海信集

团公司不再控制海信电子控股。 

（二） 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青岛市国资委，海信集团公司不能

控制海信电子控股，而海信电子控股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因此海信

集团公司和海信电子控股未受到同一主体控制。 

（三） 

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

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华通集团、海信集团公司、海信电子控股出具的《关于混改后海信

集团公司与海信电子控股无一致行动关系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

函》”），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仅向海信电子控股委派董事、监事，且海

信集团公司委派的董事、监事亦不会担任海信电子控股的经营层高级管

理人员。此外，根据《承诺函》，“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海信电子控

股、海信视像将通过协商杜绝以下董监高的重合：杜绝海信集团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与海信电子控股董事、监事重合”。 

因此，本次混改完成后，海信集团公司与海信电子控股不存在因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合而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四） 

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

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承诺函》，“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将不再是海信电子控股的控股

股东，仅对海信电子控股持股并委派董事、监事，但不再参与海信电子

控股的实际经营。尽管海信集团公司依然向海信电子控股委派董事两

名，只占董事会九分之二席位，股权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按照《公司

法》和海信电子控股《公司章程》的规定，海信集团公司在海信电子控

股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所有决议事项上均不具有主导权和否决权，因

此无法再对海信电子控股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作为华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代表国有股

东，仅对海信电子控股持股并委派董事、监事，但不再参与海信电子控

股的实际经营。海信集团公司不会向海信电子控股委派经营层高管，且

其委派的董事、监事亦不会担任海信电子控股的经营层高管。” 

混改完成后，董事会层面，海信集团委派董事占海信电子控股董事会席

位比例不超半数，海信集团对董事会决议无决定权；股东大会层面，海

信集团所持海信电子控股股权比例不超过 30%，海信集团对股东大会决

议无决定权；业务经营层面，海信集团向海信电子控股仅委派董事、监

事，且董事、监事不担任海信电子控股的经营层高级管理人员。即海信

集团对海信电子控股的实际经营无决定权。 

因此，本次混改完成后，海信集团不能对海信电子控股的重大决策产生

重大影响。 

（五） 

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

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

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本次混改系海信电子控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不涉及海信电子控股、海信

集团公司取得相关股份，也不涉及海信电子控股与海信集团为另一方取

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六） 

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

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

利益关系 

根据《承诺函》，“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因历史原因与电子控股共同投

资的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集团公司与电子控股股权比例为分别

为 6.67%:93.33%）、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海信集团公司与电子控股

及其控股子公司合计控制股权比例为分别为 25.24%: 74.76%），没有任

何一致行动安排，也没有任何涉及上市公司的一致行动约定，依法各自

独立行使股东权利。”  

（七）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 海信集团公司与海信电子控股均为法人主体，不适用第（七）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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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

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项。 

（八） 

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

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

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

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

股份 

（十） 

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公司股份的，或者

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

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企业同时持有公司

股份 

（十一）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

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持有公司

股份 

（十二） 
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

联关系 

根据《承诺函》，“混改后双方无一致行动安排，也没有任何涉及上市公

司的一致行动约定，双方不是一致行动人，依法各自独立行使股东权利。

双方也不存在通过协议、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双方所能够支配的任何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关

系。”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混改后，海信集团公司与海信电子控股不存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述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无偿划

转完成后，不会导致上述情形发生变更。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海信电

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