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事宜 

股票交易自查期间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或“独

立财务顾问”）作为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牧股份”或“上市公

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浩”）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国家有

关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中牧股份本次分拆预案披露前六个月至《关

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披露期间的中牧股份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报告、上市公司

提供的本次分拆核查范围内人员名单、《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等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査期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本次分拆预案披露前六个月（即 2021

年 1 月 23 日）至《预案》披露前一日（即 2021 年 7 月 23 日）。 

二、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形成时间 

根据中牧股份公告文件，2020 年 12 月 4 日，中牧股份首次披露了其拟分拆

所属子公司乾元浩至科创板上市相关事宜。2021 年 4 月 6 日，中牧股份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乾元浩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 年 4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



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1〕8 号），增加“研发人员占当年

员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作为科创属性评价标准的常规条款。 

2021 年 6 月 2 日，乾元浩召开 2021 年第 04 期总经理办公会，比照科创板

和创业板上市要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于会议讨论同意申请将乾元浩调整至创

业板上市的方案。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

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关于中牧股份拟分拆乾元浩至创业板上市的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

日。 

三、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根据中牧股份提供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表及相关各方提交的自查报告，

本次分拆相关各方及相关人员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2、乾元浩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知情人员； 

4、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5、其他知悉内幕信息的机构或人员； 

6、前述自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 18 周岁的子

女。 

四、本次分拆相关人员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法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的持股及买卖变动

自查结果，中信证券在自查期间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仓（单位：股）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信用融券专户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期末持

有 

累计

买入 

累计

卖出 
期末持有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期末

持有 

1,539,200 1,543,080 96,246 0 0 44,489 2,300 2,300 0 

中信证券为本次分拆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作出以下说明及承诺： 

“本公司在 2021 年 1 月 23 日至《预案》披露前一日（即 2021 年 7 月 23 日）

买卖股票的自营业务账户（除股东账号为 D890358124、D890354594 的自营账户

外），为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 ETF、LOF、组合投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以

及依法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事先约定性质的交易及做市交易，根据证券业协

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的规定，该类自营业务账户可以不受到限制

清单的限制。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自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 

股东账号为 D890358124、D890354594 的自营账户自 2021 年 1 月 23 日至

《预案》披露前一日（即 2021 年 7 月 23 日）进行的交易，系基于自营部门的独

立决策、独立运作，未获知或利用投行获取的内幕信息。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行为，也没有泄露有

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中牧股份的股票，也未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自 2021 年 1 月 23 日至《预案》披露前一日（即 2021 年 7 月 23 日），本公司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行为，没

有泄露有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中牧股份的股票，也从未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

易的行为。本公司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公

司及本公司的知悉本次交易信息的相关人员及项目成员对各自所申报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的知悉本次交易信息的相

关人员及项目成员保证本报告中所涉及各项陈述和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误导性

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据此，根据中信证券出具的相关报告，中信证券前述在自查期间买卖中牧股

份股票的行为未利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不构成内幕交易。 

除上述相关机构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机构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中牧股份



股票的情形。 

（二）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本次分拆涉及的

相关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所属单位 交易期间 
累计买入股

份（股） 

累计卖出股

份（股） 

期末持股情

况（股） 

1 丁向东 乾元浩 2021.4.14 2,100 0 58,217 

2 颜克武 乾元浩 2021.4.21 4,000 0 38,614 

3 伍立英 乾元浩 
2021.4.13-

2021.4.21 
2,000 0 32,456 

4 李海鹰 乾元浩 
2021.5.19-

2021.6.1 
5,100 0 36,118 

5 杨君宏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

司 

2021.2.26-

2021.3.1 
1,000 13,799 1,000 

6 焦洁 中牧股份 
2021.1.29-

2021.3.9 
6,000 0 6,000 

7 王继华 乾元浩 2021.7.2 100 0 31,118 

8 田乾坤 中牧股份职员近亲属 2021.3.17 800 0 7,700 

9 黄丽琴 乾元浩职员近亲属 
2021.4.22-

2021.5.11 
3,500 0 4,579 

10 段业兴 中牧股份职员近亲属 
2021.3.16-

2021.5.17 
60,800 60,800 0 

11 李晶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

司职员近亲属 

2021.3.3- 

2021.6.25 
11,800 11,800 120 

除上述相关自然人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自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在

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情形。 

1、关于丁向东、颜克武、伍立英、李海鹰、杨君宏、焦洁等 6名自然人

（该等自然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行为性质的核查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并对照该等自然人知悉内幕信息

的时间，该等自然人均为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其中丁向东、颜克武、

伍立英、李海鹰、杨君宏、焦洁（上表第 1-6 项）均系在知悉内幕信息前存在买

卖中牧股份股票的情况，并在知悉内幕信息后未买卖中牧股份股票。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该等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中牧

股份股票，系基于个人对市场的独立判断以及自身资金周转需要而进行的自主投

资行为，该等自然人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 

丁向东等 6名自然人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说明与承

诺如下： 

“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系依赖于中牧股份公开披露的

信息以及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中牧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

而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本次核查期间，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从

未向任何人员泄露相关信息或提出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建议，亦未有任何人员建

议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中牧股份股票；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的股票交

易行为均系在知悉内幕信息前，并在知悉内幕信息后未买卖中牧股份股票，本人

及/或本人直系亲属的股票交易行为确属偶然、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分拆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如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因

前述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及/或本人直系

亲属愿意将因前述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中牧股份；直至本次

分拆实施完毕或中牧股份宣布终止本次分拆之日，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将继

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股票交

易行为，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中牧股份股票交易。” 

据此，丁向东等 6 名自然人自查期间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行为属于个人独立操

作，未利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不构成内幕交易。 

2、关于王继华 1 名自然人（该等自然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中牧股份

股票行为性质的核查 

王继华因担任乾元浩的监事而被纳入知情人登记范围，但未参与本次分拆的

筹划、决策过程，该等自然人在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分拆事项信息之前（即

2021 年 7 月 23 日前）不知悉任何中牧股份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其在自查期间

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系基于个人对市场的独立判断以及自身资金周转需要而进行

的自主投资行为。 



王继华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说明与承诺如下： 

“本人未参与本次分拆的筹划、决策过程，在中牧股份就本次分拆首次作出

的董事会决议披露前，本人并不知悉本次分拆事宜。本人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系

依赖于中牧股份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中牧股份

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

消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本次核查期间，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从未向任何

人员泄露相关信息或提出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建议，亦未有任何人员建议本人及

/或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中牧股份股票；如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因前述买卖中牧

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愿意将因

前述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中牧股份；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

或中牧股份宣布终止本次分拆之日，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将继续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及监管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股票交易行为，不利

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中牧股份股票交易。” 

据此，该等自然人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行为属于个人独立操作，未利

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不构成内幕交易。 

3、田乾坤、黄丽琴、段业兴、李晶等 4名自然人（该等自然人为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近亲属）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行为性质的核查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并对照该等自然人知悉内幕信息

的时间，田乾坤等 4 名自然人（上表第 8-11 项）均为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近亲属，该等自然人在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分拆事项信息之前（即

2021 年 7 月 23 日前）不知悉任何中牧股份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该等自然人在

自查期间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系基于个人对市场的独立判断以及自身资金周转需

要而进行的自主投资行为。 

范卓越就其近亲属田乾坤、王永星就其近亲属黄丽琴、孙旭就其近亲属段业

兴、高奇志就其近亲属李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说明与承诺

如下： 



“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系依赖于中牧股份公开披露的

信息以及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中牧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

而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本次核查期间，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从

未向任何人员泄露相关信息或提出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建议，亦未有任何人员建

议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中牧股份股票；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的股票交

易行为均系在知悉内幕信息前，并在知悉内幕信息后未买卖中牧股份股票，本人

及/或本人直系亲属的股票交易行为确属偶然、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分拆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如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因

前述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及/或本人直系

亲属愿意将因前述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中牧股份；直至本次

分拆实施完毕或中牧股份宣布终止本次分拆之日，本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将继

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股票交

易行为，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中牧股份股票交易。” 

据此，该等自然人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田乾坤等 4 名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中牧股份股票行为属于个

人独立操作，未利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不构成内幕交易。 

除上述相关自然人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自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在

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中牧股份股票的情形。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中登公司的查询结果、上市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表、前述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出具的自查报告和相关声明与承诺，在前

述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与承诺内容属实的情况下，自查

期间内上述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对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

券交易的行为，对本次分拆不构成实质影响。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