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2021-069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各境内证券公司至工商银行开立购汇银行账户

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1、本公告对象为各境内证券公司。 

2、各境内证券公司应于冠豪高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上市交易前完

成在工商银行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的手续。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豪高新”）发行 A 股股份换

股吸收合并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华包”或“公司”）方案

（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或“本次合并”）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八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50 号）

核准。 

涉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外汇事项已经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湛江市中心支

局的批复。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公告的《广东冠豪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A、B 股证券账户转换投资

者操作指引》和《广东冠豪高新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A、B 股证券账户转换业务操作指引》，对于境外投资者，其

未来通过沪市配发 A 股账户减持冠豪高新 A 股股份或分红所得人民币资金，将

由各境内证券公司代为购汇，并最终以港币进行结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方便投资者后续操作，特提醒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后续管理服务的各境内证

券公司，可于即日起至证券公司总部注册地或办公所在地的本次账户转换指定购

汇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指定营业网

点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以下简称“存款账户”）。该存款账户将用于后续为

投资者代理购汇。在冠豪高新 A 股上市交易前，各证券公司需完成上述存款账

户开立工作。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指定营业网点及存款账户开户文件要求，具体请见本公告

附件，特此提醒各证券公司尽快完成存款账户开立的准备工作。 

未来公司将根据本次合并进展情况另行公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日 



      

 

附件一：中国工商银行办理购汇业务各营业网点及联系人信息 

 

中国工商银行办理购汇业务网点清单 

地区 指定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北京 

北京分行复兴门支行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国际企业大厦 1 层 
缪鑫 010-58362781 

北京分行燕莎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丙

2 号天元港中心 B 座一层 
金彤 010-65076008 

北京分行复兴门支行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国际企业大厦 1 层 
丁呱 010-66006469 

北京分行国贸大厦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西楼三层工商银行 
李延锋 010-65055235 

北京分行东城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24 号 寇宏寰 010-81026273 

上海 上海分行营业部营业厅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 24

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营业部 

狄英 021-53312999-3067 

深圳 

深圳分行深港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国际

商品交易大厦一楼 
凌燕 0755-82400692 

深圳分行福田支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

道 5022 号联合广场首层中国

工商银行福田支行 

徐丽佳 0755-82910184 

深圳分行深东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17

号华乐大厦一至三层 
叶东雨 0755-82171729 

深圳分行华强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74

号电子大厦一楼工商银行 

温贵荣/

曾海情 
0755-83781527 

吉林 吉林分行长春泰东支行 吉林省长春市同志街 461 号 崔琳 0431-88980641 

河北 河北分行石家庄裕东支行营业室 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177 号 孙继青 0311-83073500 

河南 河南分行郑州花园路支行营业室 郑州市纬五路 8 号 陈莹莹 0371-65585177 

浙江 
浙江分行杭州解放路支行营业室 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 223 号 姚翔 0571-87925467 

浙江分行杭州西湖支行营业室 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300 号 华彦 0571-87781890 

江苏 

江苏分行南京新街口支行营业室 
南京市秦淮区新街口汉中路

89 号 
杨薇华 025-84780881 

江苏分行无锡梁溪支行营业室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路 168 号 行敏 0510-82708903 

苏州分行道前支行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 1008 号 周雅菁 0512-65211208 

安徽 安徽分行合肥四牌楼支行营业室 合肥市寿春路 211 号 丁昊 0551-62674441 

江西 江西分行南昌沿江支行营业厅 南昌市抚河北路 235 号 吴剑平 0791-86695050 

湖北 
湖北分行武汉航空路支行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722

号 
郭东方 027-82217735 

湖北分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648 号 谢盛非 027-82215397 

湖南 湖南分行长沙南门口支行营业室 
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 304

号 
周丹 0731-85153411 

山东 山东济南历下支行营业室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 聂露 0531-82735588-5854 



      

 

地区 指定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320 号 

山西 山西分行太原五一路支行营业室 太原市迎泽区五一路 135 号 常娟    0351-6246089 

陕西 陕西分行西安东新街支行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95 号 
冯浩 029-87279769 

福建 

福建分行福州闽都支行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108 号 
徐钰麟 0591-63113652 

福建分行福州台江支行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817 南

路中亭街利生苑 A 区 2 号楼

137 号 

郑子慧 0591-63660031 

广东 广州分行第一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 193

号 
曹学敏 020-83338548 

广西 广西分行南宁南湖支行营业室 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15-1 号 黄运园 0771-5311936 

四川 四川分行成都盐市口支行营业室 成都市红星路四段 9 号 
李可/余

浩然 
028-86719383 

重庆 重庆分行渝中解放碑支行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77 号 涂炜 023-63819080 

云南 

云南分行昆明南屏支行营业室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

155 号 
周慧琳 0871-63612642 

云南分行昆明分行营业室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

397 号 
王岑 0871-65535220 

 



      

 

附件二：存款账户开户文件要求 

 

中国工商银行凭以下材料为各证券公司办理人民币存款账户开户手续： 

1、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2、金融许可证； 

3、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 

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复印件（如有）； 

5、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复印件（如有）； 

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7、开户申请表； 

8、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编号； 

9、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开户的还需提供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

件； 

10、控股股东的相关证明材料； 

11、中国工商银行要求的其他相关文件。 

（注:部分材料清单及相关要求根据所在地区不同也会略微有所不同，请详询

所在地区中国工商银行各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