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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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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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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 15号》、《准则第 16号》

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作出任

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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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谐健康 指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金风科技 指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的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其持股

数量下降，持股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低于信

息披露义务人，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成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第 16号》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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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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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号天府国际金融中心 1号

楼 8层

注册资本 1,39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古红梅

经营期限 2006 年 01 月 12 日至永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847688429

经营范围 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

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健康保

险有关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资金运用

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 福佳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 25%；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3.10%；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90%；良运集团

有限公司 1%

通讯地址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天府国际金融中心 1 号

楼 8层

通讯方式 1391066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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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公司所任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古红梅 女 中国 董事长 无 北京市

胡左浩 男 中国 董事 无 北京市

陈李津 女 中国
总经理助理兼首席

风险官
无 北京市

黄符春 男 中国 总精算师 无 北京市

高哲明 男 中国 审计负责人 无 北京市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福佳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长东四街26号 1单元 1层 1号

001 室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逊

经营期限 自 2000 年 04 月 28 日至 2030 年 04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723451657T

经营范围 国内一般贸易；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商业项目投资及

管理；矿产开发项目投资及管理；非金融资产管理；从

事对未公开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企业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

金融信息软件技术外包服务；装饰装修；建筑工程施工；

机电设备安装；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经营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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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报关、报验）；国内货运代理；普通货物仓储；受托

房屋租赁；投资咨询；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

代理记账；财务咨询；企业管理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

得从事教育培训及办学）；市场调查；企业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经营广告业

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设

备安装与维护。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长东四街26号 1单元 1层 1号

001 室

通讯方式 0411-88891866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福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佳集团”），

其实际控制人为王义政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王义政先生，汉族，1968 年出生。1986 年中国武警部队大连消防支队干部；

1991 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历任大连市房产局消防工程副处长、处长；1996 年

响应党号召，辞职下海，创办大连市福佳消防工程公司；2000 年创办福佳集团，

任福佳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副会长，是“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 3 年财务状况

和谐健康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12 日， 主要经营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

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

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再保险业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公司所任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王义政 男 中国 无 无 大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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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资金运用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和谐健康最近三年未经审计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26,340,932,952.52 285,255,408,431.80 218,285,066,248.07

总负债 300,082,877,835.78 265,639,760,589.74 215,039,002,114.55

净资产 26,258,055,116.74 19,615,647,842.06 3,246,064,133.52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4,739,692,313.23 11,218,779,378.08 11,101,913,488.74

营业支出 14,611,495,920.20 11,901,279,910.74 8,831,871,814.09

净利润 129,132,535.98 -682,743,334.43 2,270,037,887.7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行政

处罚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金风科技 570,585,542 股（占

金风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13.50%）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74,524,890 15.88%

2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19,098,500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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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义政先生不

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是否拟对上市

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除日常生产经营之外的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

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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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

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

用计划的重大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

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

大调整计划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

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

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

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未来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重组和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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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分析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570,585,542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50%。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数量和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上

市公司仍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法

人地位、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体系独立完

整。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外，未从事其他

业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均未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本

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不产生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增加关联交易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后，如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

益。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金风科技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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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不存在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超过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

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合并口径财务报表情况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年末

货币资金 14,756,693,660.55 4,735,567,899.75 1,243,536,138.38

拆出资金 -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9,728,932,288.64 15,931,998,583.67 49,678,843,738.60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11,122,114,349.38

应收利息 2,365,264,532.82 2,274,766,241.37 1,741,500,603.50

应收保费 125,922,242.08 219,570,987.87 259,620,3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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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管理费（养老）

应收代位追偿款 - - -

应收分保账款 - - -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
- - -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

备金
- - -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

备金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

责任准备金
- - -

贷款 1,429,386,536.79 1,245,725,300.40 1,285,957,113.24

定期存款 51,309,344,722.40 109,407,621,574.65 19,522,163,401.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4,027,383,523.95 122,023,411,148.47 104,768,583,821.17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股权投资 17,672,802,167.20 14,848,342,972.05 13,988,421,815.99

存出资本保证金 2,780,000,000.00 2,780,000,000.00 2,78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148,001,815.19 89,283,762.08 90,988,847.89

无形资产 9,866,261.39 2,533,520.21 2,492,721.70

独立账户资产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系统内往来（借项） 0.00 - -

其他资产 11,987,335,201.51 11,696,586,441.28 11,800,843,385.59

资产总计 326,340,932,952.52 285,255,408,431.80 218,285,066,248.07

短期借款 - - -

存入保证金 - - -

拆入资金 -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275,062,726.51 13,304,738,425.62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022,012,645.43 1,060,342,926.16 841,231,426.62

应付营销费用（养老）

预收保费 134,968,138.46 140,112,077.72 4,019,053.68

应付职工薪酬 480,780.76 227,220.03 56,926.31

应交税费 14,689,433.44 4,909,560.74 5,756,210.46

应付保险保障基金 68,711,491.72 49,491,918.66 -14,548,783.47

应付赔付款 541,963,203.39 87,720,947.57 51,949,949.37

其他应付款 -16,841,240.68 26,786,933.29 29,470,860.31

应付保单红利

应付分保账款 - - -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40,118,363.75 22,286,207.07 26,804,9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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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赔款准备金 18,772,315.77 64,109,890.79 124,850,990.78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未

决赔款准备金
15,261,458.53 57,855,669.43 114,819,861.21

寿险责任准备金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

金
112,795,744,416.60 140,351,343,502.20 156,094,862,439.69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177,182,650,856.73 110,521,143,178.46 57,874,548,096.92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卫星发射保险基金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独立账户负债 - - -

系统往来（贷项） - - -

其他负债 4,544,703.90 6,547,801.43 -

负债合计 300,082,877,835.78 265,639,760,589.74 215,039,002,114.5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3,900,000,000.00 13,900,000,000.00 13,900,000,000.00

资本公积 4,933,664,707.28 4,930,275,644.42 4,930,275,644.4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0,242,882,065.15 13,732,996,389.31 -3,319,330,653.66

盈余公积 300,686,511.09 300,686,511.09 300,686,511.09

一般风险准备 18,481,983.20 18,481,983.20 18,481,983.20

未分配利润 -13,137,660,149.98 -13,266,792,685.96 -12,584,049,351.5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258,055,116.74 19,615,647,842.06 3,246,064,133.5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326,340,932,952.52 285,255,408,431.80 218,285,066,248.07

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一、营业收入 14,739,692,313.23 11,218,779,378.08 11,101,913,488.74

已赚保费 361,425,776.17 244,197,294.54 357,510,920.86

保险业务收入 379,257,932.85 239,825,005.18 366,260,849.28

其中：分保费收入 - - -

减：分出保费 - 146,447.45 1,184,5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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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7,832,156.68 -4,518,736.81 7,565,353.41

管理费收入（养老）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1,847,733,471.82 8,863,044,207.10 9,980,665,391.7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718,754,592.65 528,823,976.25 1,085,855,976.3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74,777,497.57 109,535,802.29 429,353,452.38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 - -

其他业务收入 2,805,310,562.81 2,002,002,074.15 334,383,723.72

二、营业支出 14,611,495,920.20 11,901,279,910.74 8,831,871,814.09

退保金 2,093,624,582.31 20,220,354,434.57 33,286,927,825.02

赔付支出 29,146,763,862.53 283,062,288.24 237,571,596.53

减：摊回赔付支出 - - -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45,337,575.02 -60,741,099.99 54,533,473.28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 - -

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

减：摊回寿险责任准备金

提取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

金
-27,555,599,085.60 -15,743,518,937.49 -28,850,743,558.18

减：摊回长期健康险责任准

备金
- - -

保单红利支出 - - -

分保费用 - - -

税金及附加 8,440,646.60 8,117,668.91 7,691,807.2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31,564,088.88 83,490,362.70 177,742,836.51

营销费用（养老）

业务及管理费 734,806,445.04 420,381,304.26 380,153,104.25

减：摊回分保费用 - - -

其他业务成本 10,197,232,955.46 6,690,133,889.54 3,537,994,729.48

资产减值损失 -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28,196,393.03 -682,500,532.66 2,270,041,674.65

加：营业外收入 944,009.09 291,848.25 133,395.44

减：营业外支出 7,866.14 534,650.02 137,182.3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列示）
129,132,535.98 -682,743,334.43 2,270,037,887.79

减：所得税费用 - -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列示）
129,132,535.98 -682,743,334.43 2,270,037,887.79

其中：少数股东损益



16

六、其他综合收益 6,509,885,675.84 17,052,327,042.97 2,255,341,946.09

七、综合收益总额 6,639,018,211.82 16,369,583,708.54 4,525,379,833.88

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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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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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古红梅

签署日期:2021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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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金风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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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证券交

易所

股票简称 金风科技 股票代码 00220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四川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被动成为第一大

股东）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2 家

否 □

回答“是”，请注明

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被动成为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A 股流通股

持股数量：570,585,542 股

持股比例：13.5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无（本次持股数量及比例不变，被动成为第一大股东）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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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无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无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无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

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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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古红梅

签署日期:2021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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