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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

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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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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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告书已

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和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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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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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发要约收购。 

6、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

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

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7、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

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有关文件。 

8、本次信息披露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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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晋创投资 指 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广誉远 指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省国资运营公司 指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系晋创投资控股股东 

东盛集团 指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晋创投资通过司法调解、质押证券处置方式增持广誉远股份，

持股比例从8.13%增加至14.53%，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

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最近三年 指 2018年、2019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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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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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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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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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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101号国瑞大厦17层 

法定代表人 刘兆维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7年12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MA0JWCBH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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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

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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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101号国瑞大厦17层 

通讯方式 0351-7056790 

经营期限 2017年12月28日至长期 

股东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晋创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1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晋创投资的控股股东为省国资运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西

省国资委。省国资运营公司系山西省国资委100%控股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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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山西示范区南中环街426号国际金融中心6栋18至21层 

通讯地址 山西示范区南中环街426号国际金融中心6栋18至21层 

法定代表人 郭保民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7年7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MA0HL5WN2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省政府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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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

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晋创投资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晋创投资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00 100.00 投资咨询及管理服务业务 

2 
山西国投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 95.00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股权

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3 
山西省科技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 49.00 

科技创新类产业项目投资、开发、

咨询、服务  

（2）省国资运营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省国资运营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100.00 煤炭生产、电力、装备制造 

2 山西大地环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 
土地整治、固废处置、矿山修

复 

3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81,900.00 100.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100.00 体育业 

5 神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82.39 现代农业 

6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62,322.99 90.00 炼煤焦生产、加工及销售 

7 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90.00 现代煤化工 

8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90.00 燃气产业 

9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2,029.56 90.00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10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20,000.00 90.00 火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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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2,256,000.00 90.00 物流 

12 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90.00 供水 

13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00 90.00 文化旅游业 

14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90.00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

营 

15 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0.00 机场建设和运营 

16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90.00 建筑业 

17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90,000.00 90.00 白酒制造 

18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58,037.23 59.78 新材料 

19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67,468.00 49.0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情况 

晋创投资成立于2017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10亿元。主要业务包括：创业投资业务；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晋创投资是省国资运营公司根据山西省委国资委改革精神设立的、高效发挥国有资

本投资功能的专业化工具类公司。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三年，晋创投资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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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30,178.37  158,263.99  152,313.06  

负债总额 72.13  57,159.95  48,705.18  

所有者权益总额 30,106.24  101,104.04  103,607.89  

资产负债率 0.24% 36.12% 31.98%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 - 0.54 

营业成本 - - - 

净利润 106.24 1,308.26 2,503.85 

净资产收益率 0.35% 1.99% 2.45% 

注：晋创投资属于投资类公司，主要收入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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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5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5年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与仲裁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案由 立案日期 原告 被告 受理机构 诉讼阶段 

1 股权转让纠纷 2021年2月 晋创投资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

公司、郭家学、张

斌、王玲、华丽芳 

太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阶段 

2 借款合同纠纷 2021年3月 晋创投资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

公司、郭家学、张

斌、王玲、华丽芳 

晋中市中级

人民法院 
执行阶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晋创投资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国籍 有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刘兆维 董事长、总经理 太原市 中国 无 

张成树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太原市 中国 无 

张学平 董事 太原市 中国 无 

万德清 副总经理 太原市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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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广誉远已发行股份比例超过5%外，晋创投资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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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省国资运营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5%

以上股份的境内和境外上市公司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

码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1  
山西潞安环

保能源开发
601699 299,140.92 63.19 

原煤开采（只限分支机构）；煤炭洗选；煤焦冶炼；洁净煤

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煤层气开发；煤矸石砖的制造；煤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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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

码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股份有限公

司 

综合利用；气体矿产勘查、固体矿产勘查、地质钻探。住

宿、餐饮、会务、旅游服务（只限分支机构）。销售机械设

备；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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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山西省国新

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600617 97,491.43 46.19 

新能源企业的经营管理及相关咨询；天然气开发利用与咨询

服务；燃气经营：天然气（富含甲烷的）（管道天然气、压

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乙醇（乙醇、天然气不含储存、

运输）（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的销售（危化品

许可证有效期：2020-03-11至2023-03-10）管道输送服务；

储气设施租赁服务；集中供热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管

理、供热系统技术咨询及维修；天然气灶具、仪器仪表设备

的生产、加工、销售；信息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进出口：

上述经营项目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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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煤国际能

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600546 198,245.61 60.43 

煤炭销售；新能源开发；煤炭、焦炭产业投资；煤焦及其副

产品的仓储出口；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

（稀贵金属除外）、钢材、生铁、合金、冶金炉料、建筑材

料（不含木材）、五金、液压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塑料橡胶制品的批发及零售；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6、不得从事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7、仅限企业自有资产）；远

洋货物运输（国际远洋船舶运输）；国内水路运输（长江中

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运输）；船舶维修及检验（船舶

维修）；润滑油（危化品除外）；物料备件批发及供应（润

滑油、备件的代理）；船舶买卖、租赁、运营；其他船舶管

理服务；国际、国内船舶管理业务；信息咨询（船舶维修、

船舶运输业务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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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山西焦化股

份有限公司 
600740 197,086.24 56.95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洗精煤生产；承揽化工设

备和零部件加工制作；设备检修；防腐保温；铁路自备线运

输；经济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咨询；宾馆餐饮；会议

培训；（仅供分支机构使用）；开展租赁业务。；焦炭及相

关化工产品（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硫酸铵（农用）、合成氨、尿素、压

缩氮、压缩氧、编织袋、工业用甲醇的生产与销售；道路货

物运输：汽车运输。余热发电（自产自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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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山西通宝能

源股份有限

公司 

600780 114,650.25 59.06 

火力发电、设备租赁。批发零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

火工及化学危险品）、普通机械、装潢材料、通讯设备（除

地面卫星接收设备）、汽车（除小轿车）及配件、工矿配

件、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日用杂品。煤炭新技术新产品开

发。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国家实行专项审批的以批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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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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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山西杏花村

汾酒厂股份

有限公司 

600809 87,152.83 56.56 

汾酒、竹叶青酒及其系列酒的生产、销售；副产品酒糟、生

产用原辅材料和包装材料的销售；酒类高新技术及产品研

究、开发、生产、应用；投资办企业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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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晋能控股山

西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 

601001 167,370.00 57.46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加工、销售（仅限有许可证的下

属机构从事此三项）。机械制造、修理。高岭岩加工、销

售，工业设备维修，仪器仪表修理，建筑工程施工，铁路工

程施工，铁路运输及本公司铁路线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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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太原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600169 333,314.15 49.89 

制造销售火车轴、冶金、轧钢、锻压、起重、非标设备、工

矿配件、油膜轴承、精密锻件、结构件、齿轮及汽车变速

箱、特种设备：压力容器；机电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安装、

调试、修理、改造；进出口：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挖

掘设备、钢轮产品的销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钢锭、

铸件、锻件、热处理件、制模、包装、精铸设备、精铸材料

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业炉窑的技术服务；铸、锻

件、热处理件和冶炼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服

务；电子计算机应用及软件开发；承包自产设备的境外安装

工程和境内外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销

售；矿山采掘及输送设备、焦化设备、制管设备、风力发电

设备及其零部件；隧道机械、港口机械；齿轮箱；电气自动

化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销售；道路货物运输：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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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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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山西华阳集

团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 

600348 240,500.00 58.62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仅限分支机

构)；设备租赁；批发零售汽车（除小轿车）、施工机械配

件及材料；汽车修理；汽车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电力

生产、销售、供应、承装（修试）电力设备（仅限分公

司）；热力生产、销售、供应；煤层气开发、管道燃气（仅

限分公司）；煤层气发电及销售；粉煤灰、石膏生产及销

售；电器试验检验、煤质化验、油样化验、机电检修；城市

公共交通运输；省内客运包车，道路旅客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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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阳煤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600691 237,598.19 50.26% 

国内贸易：批发、零售化肥、化工产品（除易燃、易爆、有

毒、腐蚀性产品）、农副产品（除国家专控品）、化工原辅

材料（除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原料）、矿产品、建材

(木材除外)、钢材、有色金属（除专控品）、通用机械、电

器、仪器、仪表、润滑油、润滑脂类；以自有资金对煤化工

及相关产业的投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危险废物经营；进出口：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

易；2-甲基-1-丙醇、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环己酮、甲

醇、四氢呋喃、乙醇、乙酸甲酯、异丁醛、正丁醇、正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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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氨、丙烷、丙烯、乙烯、苯胺、次氯酸钙、过氧化氢溶

液、硝酸钠、亚硝酸钠、环己胺、甲醛溶液、氯乙酸、氢氧

化钠、三氯化磷、硝酸、乙酸、硫磺、萘、碳化钙的批发

（无储存）（仅限分支机构 )( 有效期2020-08-18 至2023-01-

14）；自有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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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南风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000737 54,876.00 26.50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化学肥料系列产品、水产养殖、

平板显示器、植物油系列产品及卫生杀虫剂、日化产品、工

业用纯净水的开发、生产、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危险化学品除外）；钢材、建筑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

械及器材、电子产品、汽车（除小轿车）、塑料制品、橡胶

制品、汽车配件、洗涤剂的销售（以上国家限制生产经营的

除外）搬运装卸、货物配载、物流信息服务。化工产品：饲

料添加剂（硫酸钠、硫酸镁）；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生产经

营：化学试剂（无水硫酸钠），工业氯化钡、硫化钠、硫氢

化钠、日化产品（液体消毒剂）、餐具洗涤剂、化妆品的生

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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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山西路桥股

份有限公司 
000755 46,926.46 34.33 

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的养护、咨询服务及批准

的收费；公路养护公程；救援、清障；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室内外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销售；公路信息网

络服务；汽车清洗；以自有资金对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

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以自有资金对港口、公路、水路运输

项目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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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晋能控股山

西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000767 307,694.22 29.43 

电力供应：电力商品、热力商品生产和销售；燃料、材料、

电力高新技术、电力物资的开发销售。发电设备检修；电力

工程安装、设计、施工（除土建）；工矿机电产品加工、修

理；室内外装潢；采暖设备维修；设备清扫；电子信息咨询

及技术服务。电力系统设备及相关工程的设计、调试、实验

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监测（以上仅

限分支机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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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山西蓝焰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000968 96,750.27 54.48 

煤层气地面开采；矿产资源勘查；煤矿瓦斯治理服务；煤层

气工程设计、咨询、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以自有资金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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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山西焦煤能

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000983 409,656.00 54.89% 

煤炭销售、洗选加工；电力业务：发供电；电力供应：电力

采购与销售；电力设施承运承修；电力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设备清洗；保洁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化

验；机电修理；普通机械加工；节能改造；新能源管理；矿

山开发设计施工；矿用及电力器材生产经营；矿产资源开

采：煤炭开采（仅限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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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深圳华控赛

格股份有限

公司 

000068 100,667.15 26.48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市场营销策划；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卖、专控商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

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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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17  

广誉远中药

股份有限公

司 

600771 49,199.97 8.13 

中药原料药、西药原料药、片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

粒剂、注射剂、大输液、口服液的生产、销售、研究（仅限

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18  

太原狮头水

泥股份有限

公司 

600539 23,000.00 22.55 

生产、销售：水泥，水泥制品，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新

型墙体材料；水泥生产设备制造、安装及技术咨询；水泥袋

加工；矿产资源开采：石灰石矿开采（仅限朔州分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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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亚宝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600351 77,000.00 6.83 

药品生产、药品销售：贴剂、中药提取、小容量注射剂、软

膏剂、巴布膏剂、原料药、冻干粉针剂、片剂（含外用）、

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粒剂、乳膏剂、贴膏剂、糊剂、散

剂、煎膏剂（膏滋）、凝胶贴膏、精神药品、胶贴、醒脑

贴、退热贴、药用辅料、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植物

提取加工、中成药、生物药品制品、消毒产品（危化品除

外）、杀菌剂、抗菌剂、抗病毒剂、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

农药；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销售：医疗器械、康复辅

具、诊断试剂、试纸、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口罩（一类医

疗器械除外）、个人防护用品、医用防护用品、敷料、无纺

布胶带、珠光膜胶带、胶贴；化妆品、洗涤剂、口腔清洁用

品、香料、香精、有机化肥、肥料、药用包装材料、降解塑

料、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饲料生

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经营：保健品、药茶、保健食

品、营养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食品、食品添加

剂、饮料、酒；药品经营、中西药的研究与开发、生物产品

研究开发及生产（国家禁止专项规定除外）；以自有资金对

医院、疗养院进行投资；医药信息咨询及技术转让服务；互

联网科技创新平台：资源与知识产权交易服务、道路货物运

输；城市配送服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

仪表、普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的

生产及销售；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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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北京京能电

力股份有限

公司 

600578 674,673.45 6.36 

生产电力、热力产品；电力供应；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罐式）；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专业承包；施工总承

包；劳务分包；销售热力产品；电力设备运行；发电设备检

测、修理；销售脱硫石膏；固体废物治理；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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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1  
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02500 358,977.15 6.90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

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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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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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山西华翔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603112 42,500.00 5.31 

以自有资金投资、生产、研发、经销：空调、冰箱压缩机零

部件和汽车配重机以及风能发电、水动力发电、太阳能设备

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产品零部件、大型车床件、船用设

备、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经销：钢铁、生铁、

精矿粉、焦炭（不含储煤场、不设点经营）、钢材、铸铁；

自有房屋租赁；自营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的加

工、开发、销售（不含受托投资，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吸

收资金、非法集资、贷款、投融资中介等金融业务）；信息

智能化系统和网络系统研发；工业控制软件的研发及销售；

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自动化设备机械设备；机

械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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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大地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08130 

20,000.00 

（万港元） 
28.84 

出版、采购及发行图书、广告及媒体相关服务以及提供融资

租赁及其他金融服务 

24  

同方康泰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 

01312 
20,000.00 

（万港元） 
56.77 医疗、医药与健康业务，健身业务，水泥业务 

25  
正乾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01152 

10,000.00 

（万港元） 
5.99 跨境贸易，融资租赁和咨询 

26  
晋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02558 583,865.00 20.66 

吸收大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

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服务；办理地方

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外

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

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自营外汇买

卖或者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即期结

售汇业务；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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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第23-26项均为截止2020年末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银

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省国资运营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5%以上股份的

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1 
晋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

太原市 

吸收大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险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外

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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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自营外汇买卖或者代客

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即期结售汇业务；经国务院银

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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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山西交城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山西省

交城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和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

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26.67 

3 

山西昔阳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山西省

晋中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

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从事银行卡

（借记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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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4 

山西原平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山西省

忻州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

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

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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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5 

阳泉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山西省

阳泉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委托存

款；委托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 保；发行金融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代理买卖外

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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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 

6 

晋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省

晋城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和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

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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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7 

阳曲县汇民

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

太原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和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

理收付款项；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许可项目在

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32.26 

8 

灵石县汇民

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

晋中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保险代理：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委托

存、贷款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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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9 

原平市汇民

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

忻州市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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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0 
中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东城区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

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

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

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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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

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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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1 
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

太原市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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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 

12 
大同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

大同市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和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证券自营；证券

资产管理;证券承销；证券保荐(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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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13 

山西祥安保

险代理有限

公司 

山西省

太原市 

在山西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

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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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4 

山西太钢保

险代理有限

公司 

山西省

太原市 

在山西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

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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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5 

运城市运汽

汽车保险代

理有限公司 

山西省

运城市 

在运城市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

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许可业务范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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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6 

中煤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山西省

太原市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

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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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7 

17 

财信吉祥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

长沙市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按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核定的期限和范围从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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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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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决策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一方面为维护国资权益，解决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东盛集

团之间的诉讼纠纷，另一方面为有利于推动山西省中医药产业升级，培育山西省中医

药高端品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广誉远71,508,968股股份，

占其总股本的14.53%，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二、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

权益股份的计划 

鉴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山西省国资委及省国资运营公司下属具有国有资本投资功

能的专业化工具类公司，未来12个月内如根据山西省整体战略调整安排，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其持有的广誉远股份进行同一控制下转让，广誉远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山西省

国资委或省国资运营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但实际控制人不会因同一控制下转让而发

生变化，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计划外，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继

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若进行其他相关增持或处置，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已于2021年6月7日取得晋创投资总经理办公会批准。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晋创投资董事会批准和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过户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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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晋创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0,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8.13%。本次权益变动后，晋创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1,508,968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14.53%，从而变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因涉及与东盛集团的股权转让纠纷，经晋创投资申请，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冻结了东盛集团已质押给晋创投资的广誉远23,393,117股流通股股票；因涉及与东盛集

团的借款合同纠纷，经晋创投资申请，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了东盛集团已质

押给晋创投资的广誉远11,206,883股流通股股票。 

关于股权转让纠纷，2021年6月7日，东盛集团、郭家学、张斌、王玲、华丽芳与

晋创投资签署《调解协议书》，由东盛集团将其持有的18,187,085股流通股股票（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3.70%）直接过户抵偿给晋创投资，用于清偿欠付晋创投资的相应债务。

本次股权转让纠纷的调解尚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2021年6月7日，东盛集团、郭家学、张斌、王玲、华丽芳与

晋创投资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东盛集团与晋创投资签署《质押证券处置协议》，

东盛集团将其质押给晋创投资的广誉远13,321,883股流通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1%）直接过户抵偿给晋创投资，用于清偿所欠晋创投资的债务。 

2021年6月7日，东盛集团与晋创投资签署《关于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

转移的安排》，对控制权转移、公司治理等事项进行约定。 

（一）《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 

1、债务金额 

东盛集团、郭家学、张斌、王玲、华丽芳（以下统称“被告”）欠晋创投资的金

额为人民币407,390,700.36元。 

2、债务清偿方式 

由东盛集团将其持有的广誉远18,187,085股股票直接过户抵偿给晋创投资，用于清

偿欠付晋创投资的债务。 

抵债股票价格双方根据相关法律及规则的规定，协商一致确定为22.4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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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务履行期限 

东盛集团应于约定的时间内配合晋创投资完成过户登记工作。 

4、违约责任 

如由于被告不按期主动配合晋创投资按照《调解协议书》约定时间办理过户登记，

致使无法完成过户登记，晋创投资有权根据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请求人民法院将18,187,085股股票直接强制划转至晋创投资账户。晋创投资由此产生的

全部合理费用应当由各被告承担。 

5、生效 

《调解协议书》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生效。 

（二）《执行和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欠款金额 

东盛集团、郭家学、张斌、王玲、华丽芳（以下统称“被申请人”）欠晋创投资

的委托贷款金额合计为231,800,757.00元。 

2、清偿方式 

各方一致同意，由东盛集团将其质押给晋创投资的广誉远13,321,883股股票直接过

户抵偿给晋创投资，用于清偿被申请人所欠晋创投资的上述债务。 

各方一致同意签署《质押证券处置协议》，约定抵债股票价格17.4元/股，不低于

《质押证券处置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股票收盘价格的70%。 

3、债务履行期限 

东盛集团应于约定的时间内配合晋创投资完成上述抵债股票的过户登记工作。 

4、违约责任 

（1）被申请人应严格按照《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清偿本案全部债务，如由于被

申请人违约导致《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法履行，致使晋创投资债权全部或部分无法实

现，晋创投资有权采取任何方式追究各被申请人的法律责任，有权请求人民法院采取

强制执行措施，直至被申请人履行完毕截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全部还款责任为止，且

晋创投资向各被申请人主张债权没有先后顺序之分。由此产生的全部合理费用应当由

被申请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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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由于抵偿股票之上新设任何现实或潜在的质押、查封、冻结及其他权利或

权益限制，或其他客观因素导致抵偿股票无法完成过户的，各方同意继续按照2019年

11月27日签署的《对公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及违约计算办法，由被申请人向晋

创投资支付截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全部本息及相关费用金额。 

5、生效 

《执行和解协议书》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

生效。  

（三）《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主要内容 

1、 质押证券相关情况 

质权人：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出质人：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公司：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股票数量：2460万股 

质押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质押登记编号：ZYD192272 

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 

2、质押证券处置过户原因 

（1）因东盛集团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故以质押股票中的13,321,883股过户至晋

创投资名下，以抵偿其债务。 

（2）东盛集团依据《质押证券处置协议》向晋创投资过户的质押股票折价总额以

未履行债务金额231,800,757.00元为上限。 

3、质押证券处置价格 

经双方协商一致，质押证券处置价格不低于《质押证券处置协议》签署日前一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格的70%，确定为17.40元/股。 

4、生效 

《质押证券处置协议》经东盛集团、晋创投资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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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双方盖章后成立，经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生效。 

（四）《关于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安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控制权转移 

（1）根据《调解协议书》《执行和解协议》以及《质押证券处置协议》的约定，

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标的股份过户至晋创投资名下后，晋创投资将持有上市公司

58,187,08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1.83%；在此基础上，债权抵债涉及的标的股

份过户完成后，晋创投资将持有上市公司71,508,96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53%。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晋创投资即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东盛集团或郭家

学不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双方确认，自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除配合晋创投资完成上市公司控制

权及经营权移交外，非经晋创投资同意或本安排另有约定，东盛集团、郭家学先生及

其关联方不再参与上市公司实际经营管理。 

2、公司治理 

（1）上市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包含独立董事3名。本次股份过户完成

后，晋创投资有权提名5名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晋创投资提名的董事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长，东盛集团有权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及1名独立董事。 

（2）上市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包含职工监事1名。本次股份过户完成

后，晋创投资有权提名2名非职工监事，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3）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晋创投资有权委派并对上市公司现有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3、违约责任 

（1）本安排成立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安排项下之

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 

（2）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

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前述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本次股份过户而发生的审计

费用、财务顾问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以及本安排所约定的违约赔偿金等。支付

赔偿金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安排或依本安排约定解除本安排的权

利。 

4、生效 

本安排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司公章后，与《调解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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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执行和解协议书》及《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一同生效。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31,508,968股广誉远股份已质押给晋创投资，且经晋创投资

申请，已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冻结。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40,000,000股股票，上述股票

上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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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根据《调解协议书》的约定，由东盛集团将其持有的18,187,085股流通股股票（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70%）直接过户抵偿给晋创投资，用于清偿欠付晋创投资的相应债

务；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质押证券处置协议》的约定，东盛集团将其质押给晋

创投资的广誉远13,321,883股流通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1%）直接过户抵偿

给晋创投资。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广誉远上述股票不涉及额外支付现金交易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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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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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现有主

营业务的计划。 

如后续提出相关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对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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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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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后续提出相关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根据《关于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安排》的约定，本次股份过户

完成后，晋创投资有权提名5名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晋创投资提名的董事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长，东盛集团有权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及1名独立董事。晋创投资有权提

名2名非职工监事，有权委派并对上市公司现有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具

体调整计划。 

如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需要对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提出调整计划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

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尚无对可能阻碍上

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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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需要计划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的聘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尚无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如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需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六、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尚无对上市公司分

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如果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需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尚无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如果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需要形成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

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

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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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权益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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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誉远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不因本次权益变动而发

生变化；广誉远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并在人员、资产、财务、

机构、业务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性。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承诺作为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期间，将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并严格遵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利用控股地位违反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程序、干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未从事与广誉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

系的业务。 

本次权益变动后，为了避免将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从事与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或“上市

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2、在作为广誉远的控股股东期间，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将避免以任何形式从事任何与广誉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

可能损害广誉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活动。 

3、若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新增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本承诺人将以优先维护上市公司权益为原

则，在符合国家行业政策及审批要求的条件下，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市场划分、资

产整合、业务整合、业务调整、差异化经营等有效措施避免与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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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竞争问题，确保上市公司独立运作。”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等

关联方与广誉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后，为了减少和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出

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在作为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或“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本公司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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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合

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

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对拟更换的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有

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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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买卖广誉远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相关

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广誉远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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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晋创投资2018年的财务报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

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2019年的财务报表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2020年的财务报表经北京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晋创投资财务报表主要信息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6,432,543.54 223,913,663.81 106,140,644.13 

预付款项 - - 596,570.02 

其他应收款 82,508,682.43 16,046,709.94 461,958.43 

其他流动资产 209,071,305.68 1,250,316,000.00 194,099,699.42 

流动资产合计 408,012,531.65 1,490,276,373.75 301,298,872.0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18,200,000.00 - - 

长期股权投资 92,302,686.79 91,912,623.99 - 

固定资产 391,048.79 354,766.15 484,855.99 

无形资产 63,193.85 96,164.45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61,175.00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15,118,104.43 92,363,554.59 484,855.99 

资产总计 1,523,130,636.08 1,582,639,928.34 301,783,727.99 

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16,999,374.98 28,664.40 179,566.13 

其中：应付工资 16,644,700.00 - - 

应交税费 2,778,875.07 4,009,307.43 387,508.40 

其中：应交税金 2,764,231.50 - - 

其他应付款 773,513.60 1,061,577.71 154,272.53 

流动负债合计 20,551,763.65 5,099,549.54 721,347.06 

非流动负债：    



30  

长期应付款 466,500,000.00 566,500,000.00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66,500,000.00 566,500,000.00 0.00 

负债合计 487,051,763.65 571,599,549.54 721,347.0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300,000,000.00 

国有法人资本 1,000,000,000.00 - -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 

盈余公积 3,812,106.25 1,308,256.89 106,238.09 

其中：法定公积金 3,812,106.25 - - 

未分配利润 32,266,766.18 9,732,121.91 956,142.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1,036,078,872.43 -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36,078,872.43 1,011,040,378.80 301,062,380.9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1,523,130,636.08 1,582,639,928.34 301,783,727.99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一、营业总收入 5,427.75  - - 

其中：营业收入 5,427.75  - - 

二、营业总成本 47,622,810.49  - - 

税金及附加 593,613.13  399,237.71  95,582.70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25,236,315.24  11,460,775.60  6,239,549.32  

财务费用 21,792,882.12  10,404,832.75  -2,156,473.18  

其中：利息费用 27,818,068.21  16,976,438.36  - 

利息收入 6,029,656.98  6,573,603.96  2,159,289.12  

加：其他收益 11,434.31  -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1,012,435.39  39,708,271.23  5,595,166.7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390,062.80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33,406,486.96  17,443,425.17  1,416,507.91  

加：营业外收入 - - - 

减：营业外支出 151,387.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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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3,255,099.66  17,443,425.17  1,416,507.91  

减：所得税费用 8,216,606.03  4,360,856.29  354,126.9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5,038,493.63  13,082,568.88  1,062,380.93  

（一）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038,493.63  - - 

*少数股东损益 - - - 

（二）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持续经营净利润 25,038,493.63  13,082,568.88  1,062,380.93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25,038,493.63  13,082,568.88  1,062,380.93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753.42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68,034.27 6,562,154.61 2,159,566.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73,787.69 6,562,154.61 2,159,566.59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688,801.06 7,764,930.83 4,322,492.0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275,224.06 2,862,919.50 669,005.7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29,786.82 3,498,060.44 2,017,547.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693,811.94 14,125,910.77 7,009,04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20,024.25 -7,563,756.16 -4,849,478.9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79,000,000.00 1,622,246,524.84 38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8,092,000.00 26,289,349.12 5,477,487.4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7,092,000.00 1,648,535,873.96 390,477,487.4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3,370.00 108,000.00 495,729.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5,000,000.00 2,773,588,084.42 578,991,635.4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5,133,370.00 2,773,696,084.42 579,487,364.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58,630.00 -1,125,160,210.46 -189,009,8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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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700,000,000.00 300,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566,500,000.0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266,500,000.00 30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0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28,019,726.02 16,003,013.7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8,019,726.02 16,003,013.70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019,726.02 1,250,496,986.30 30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7,481,120.27 117,773,019.68 106,140,644.1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3,913,663.81 106,140,644.13 0.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6,432,543.54 223,913,663.81 106,140,6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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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本次权益变动能否完成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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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决定； 

（四）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法律文件：《调解协议书》《执行和解协议》《质押

证券处置协议》《关于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安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

动之日起前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2018年、2019年、2020年财务会计报告及审计报告；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承诺函及说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一）备置地点：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唐云  康云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52 号立人科技园 A 座六层 

联系电话：（029）88330835 88332288 

联系传真：（029）8833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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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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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刘兆维 

                                                                                                                                

 

2021年6月8日 

 

 



 

（本页无正文，为《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刘兆维 

                                                                                                                    

2021年6月8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广

誉远路1号 

股票简称 广誉远 股票代码 600771.SH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

路101号国瑞大厦1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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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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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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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调解、质押证券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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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0,000,000股

持股比例：8.13%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变动数量：31,508,968股 

持股变动比例：6.40% 

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权益变动时间：31,508,968股流通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权益变动方式：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根据司法调解、质押证券处置

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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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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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否□请见《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

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声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否√ 

 



 

（此页无正文，为《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刘兆维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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