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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第16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

收购人在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因诚志股份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7,774,384股股

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导致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股权

比例被动增至超过30%，未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收购符合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章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

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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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诚志股份、上市公司 指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诚志科融 指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因诚志股份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37,774,384股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导致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股权比例被

动增至超过30%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本报告

书摘要 

指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青岛海控 指 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名：青岛海控集团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海控集团    指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府清源    指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原名：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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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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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

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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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4M1L71 

注册资本 707,122.399999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彩元 

成立日期 2016年4月8日 

营业期限 2016年4月8日至2066年4月7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1号楼B座1408室 

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万鑫中央广场A座16楼 

电话号码 0532-82198832 

股东名称 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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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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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出具日，青岛海控持有诚志科融100%股权，为诚志科融

的控股股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间接持有青岛海控100%股权，为

诚志科融的实际控制人。诚志科融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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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名称 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3PHPWR0G 

注册资本 10000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彩元 

成立日期 2019年4月11日 

营业期限 2019年4月11日至无固定期限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万鑫中央广场1栋2办公2702室 

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万鑫中央广场A座17楼 

电话号码 0532-82199052 

股东名称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非证券类业务）（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以上范
围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均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业务）；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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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青岛海控为海控集团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海控集团由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持股100%，因此收购人实际控制人

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最近两年内，诚志科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过变更。2021年9月3日，

诚志科融的100%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并公开征集受让方，出让方为诚志

科融原控股股东天府清源（更名前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其持有诚志科融100%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6 

股权，天府清源原实际控制人为教育部。2021年10月，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成为受让方，天府清源将诚志科

融100%股权转让给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体，其中，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受让诚志科融98.2326%股权，南昌工控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让诚志科融1.7674%股权。2021年10月19日，国化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天府清源签署了《产权交易合

同》，但未就诚志科融股权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2021年12月，经各方协

商一致，青岛海控拟承接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联合体中的全部权利义务，

与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出让方天

府清源及联合体成员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此安排无异议。2021年

12月28日，青岛海控、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与天府清源签订《四方协议》。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诚志科融的控股股东

变更为青岛海控，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2022年8

月18日，青岛海控收购完成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诚志科融

1.7674%股权，成为诚志科融全资控股股东。除上述情况外，最近两年内，诚志

科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过其他变更。 

三、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一）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志科融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1 
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省 

本公司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日用化学产

品、专用化学用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开

发、经营；咨询服务、物业管理、纸、纸制

品、生活用纸、卫生系列产品的经营；食用油

脂及油料的经营；医院投资管理；技术咨询、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液晶电子、

信息功能材料产品、生物工程、医药中间体、

汽车零配件、机械电子等产品的开发、经营；

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

企业收购与兼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等。 

30.83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海控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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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青岛海控，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收购人外，

青岛海控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1 
青岛海控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 

保理融资；销售分户（分类）账管

理；应收账款催收；非商业性坏账担

保；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与商业保

理相关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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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2 

山东海控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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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有资金

对商业企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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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青岛国际海洋

产权交易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海域和海岛使用权、海洋矿产资源开

发权、海洋排污权、海洋知识产权、

涉海企业产权（股权）交易中介服务

与咨询；受委托办理股权登记和托

管；国有、集体企业涉海核销资产处

置中介服务与咨询；知识产权代理服

务；海洋科技推广服务；海洋科技中

介服务；涉海资源交易中介服务；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海洋测绘；

资产评估；拍卖业务，经济信息咨

询；房产中介服务与咨询；二手车中

介；设备租赁；船舶交易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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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青岛海控外，海控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

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1 

青岛黄岛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省 

资产运营；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

投资建设，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建

设，对外投资，土地整理、开发，房

屋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企业管

理，批发、零售建筑材料，经营其它

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

目。（以上项目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均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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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可开展经营活动） 

2 
青岛海洋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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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

资产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发布;花卉种植;树木种植经营;城市绿

化管理;礼品花卉销售;园艺产品种植。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8.98 

3 

青岛西海岸旅

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省 

负责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旅游项目

的投融资相关业务；政府授权区域内

土地一级开发；旅游景区运营、开

发、建设、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负责完成管委（区政府）安排

的其他经营投资项目建设（以上未经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

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游艇码头

开发；酒店管理及房屋租赁；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停车场

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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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4 

青岛海高城市

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省 

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管理；园区开发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设管

理、项目开发、房地产开发、信息咨

询；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制造

业、建筑业、服务业进行投资（未经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

务）；海上钻井平台作业机器人设

计、研发、生产；动车机车减振器、

防震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

研发、生产；物业管理；货物装卸、

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不含冷库）；批发、零售；

建材；汽车租赁；供热管理；经营其

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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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青岛董家口发

展集团有限公
山东省 

园区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水利

工程建设、工程建设管理；房地产开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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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司 发经营、经济信息咨询（未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经

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

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 
青岛海控海域

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 

海洋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管理；海洋

渔业养殖、销售（不含冷库）；港口

码头开发、建设（不包括新建、改

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

口建设项目）；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

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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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青岛海控创新

投资促进有限

公司 

山东省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经济信息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

询（以上范围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均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人力资

源信息咨询（不含劳务派遣及对外劳

务合作）；房屋租赁；汽车租赁；物

业管理；会议会展服务；经营其他无

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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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青岛西海岸农

高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省 

以自有资产对农业进行投资（未经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

务）；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及运营；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农业技术研发、服

务、咨询、转让；水果、食用菌、蔬

菜、豆类、谷类、油类作物种植及销

售（不含冷库）；室内工厂化水产品

养殖、销售（不含冷库）；生态农业

观光旅游项目开发、果蔬采摘；花

卉、草坪、盆景的培育及销售；土

地、房屋出租；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批发、零售（不含冷库）：钢

材、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橡胶及

橡胶制品、木材及木制品、汽车（不

含低速电动车）、汽车配件、机械设

备、电子产品；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

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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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青岛海王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一般项目：纸制造；纸制品制造；包

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包装专用设备制

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包装装潢印

刷品印刷；印刷品装订服务；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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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58.04 

10 

青岛海控桥头

堡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山东省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销售；土地开

发；土地整理；房屋租赁；土地租

赁；场地租赁；仓库租赁；物业管

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未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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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青岛琅琊台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省 

粮食收购；生产：白酒；葡萄酒及果

酒（加工灌装）；生产：饮料（苹果

醋饮料）；生产：食品添加剂（葡萄

糖酸钙、葡萄糖酸-δ-内酯）（粮食收

购许可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2，全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3，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蔬菜及水果种植和销售；化学原料及

制品（不含危险品）制造；卫生用品

类（抗（抑）菌洗剂）的生产；进出

口贸易（按外经委核定商品目录经

营）；劳务咨询服务；机械设备安

装；生物发酵设备租赁；货物装卸；

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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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 

12 

青岛西海岸人

才生态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园区管理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档案整理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100.00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1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翻译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

动；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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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13 

青岛西海岸新

区科技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00.00 

14 
浙江万马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实业投资，电力电缆、船用电缆、矿

用电缆、特种电缆、电力器材设备、

钢芯铝绞线、铜铝丝的生产、加工、

销售，软件系统的开发、销售，金属

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的销售，电力线路设计及

工程施工，经营进出口业务 

25.01 

四、收购人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营业务情况 

收购人诚志科融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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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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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购人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诚志科融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资产总计 2,444,806.46 2,512,737.24 2,486,638.47 

负债总计 628,664.23 922,004.32 919,8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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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16,142.23 1,590,732.92 1,566,804.23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497,666.79 413,337.07 414,248.96 

营业收入 1,219,854.63 979,773.88 721,572.16 

主营业务收入 1,219,854.63 979,773.88 721,572.16 

净利润 97,804.63  21,973.04 -31,993.7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3,235.57 -908.22 -57,960.52 

净资产收益率 

（%） 
5.39% 1.38% -2.04% 

资产负债率 

（%） 
25.71% 36.69% 36.99% 

注：上述财务数据取自审计后的合并财务报告。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的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一）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志科融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涉及的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志科融最近五年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志科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居留权 

李彩元 董事长 男 中国 山东省 无 

徐志宾 董事,经理 男 中国 山东省 无 

高珊珊 董事 女 中国 山东省 无 

孟宪洪 监事 男 中国 山东省 无 

杜文杰 财务负责人 男 中国 山东省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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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

份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

份情况 

序号 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浙江万马股份

有限公司 
002276.SZ 海控集团直接持股25.01% 

电线电缆、高分子材料、汽车

充电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以及汽车充电设备的

投资与运营服务 

除此之外，收购人诚志科融及其控股股东青岛海控、海控集团不存在其他

在境内、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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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海控集团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股权超过5%的情况。收购人控股股东青岛海控持有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股权超过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1 
青岛海控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 

保理融资；销售分户（分类）账管

理；应收账款催收；非商业性坏账担

保；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与商业保

理相关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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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2 

山东海控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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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有资金

对商业企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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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青岛融资再担

保有限责任公

司 
 

山东省 

许可项目：融资担保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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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非融资担保服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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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活动；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除此之外，收购人诚志科融及其控股股东青岛海控、海控集团不存在其他

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股权超过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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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诚志股份于2018年11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关于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

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意诚志股份使用自有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本次回购的股份部分或全部用于上市公司对员工的

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及用于上市公司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具体由董

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原则下，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办理本次回购

股份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不超过一

年。2018年11月21日，诚志股份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78）。 

诚志股份于2019年3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诚志股份决定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若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实施方案未能获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或虽经审议批准但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将

回购股份全部授出，其未被授出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 

截至2019年11月14日，诚志股份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届满并实施完毕。在回

购期内，诚志股份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数量累计

37,774,3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15%，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4.52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1.21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509,934,851.64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库

存股应当在完成回购后三年内用于回购方案规定的用途进行转让或在期限届满

前注销。根据诚志股份实际情况，目前诚志股份暂无实施相关股权激励的计划，

且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票存续时间即将期满三年。基于上述原因，诚志股份拟

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7,774,384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 

诚志股份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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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将存放于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37,774,384股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注册资本。本次

注销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253,011,919股变更为1,215,237,535股。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诚志股份于2022年11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2022年11月16日，诚志股份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7,774,384股股份

予以注销完成，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导致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的

股权比例被动增至超过30%。本收购完成后，诚志科融仍为诚志股份的控股股东，

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仍为诚志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不涉及收购人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因诚志股份将存放于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的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导致诚志科融持有

诚志股份的股权比例被动增至超过30%。 

（二）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同意或备案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权益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诚志科融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持或者处

置其已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如收购人做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7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055084968 

注册资本 125,301.191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龙大伟 

成立日期 1998年10月9日 

营业期限 1998年10月9日至无固定期限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299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299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

江大厦 

电话号码 86-791-83826898 

主要股东名称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30.83%）、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15.77%）、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6.77%）、中吉金

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吉金投-资产共赢22号私募投资基金

（5.72%） 

经营范围 

本公司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出口的商品除外）；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日

用化学产品、专用化学用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开发、经营；

咨询服务、物业管理、纸、纸制品、生活用纸、卫生系列产品的

经营；食用油脂及油料的经营；医院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液晶电子、信息功能材料产品、生

物工程、医药中间体、汽车零配件、机械电子等产品的开发、经

营；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与兼

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等。 

（二）收购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2年11月16日，诚志股份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7,774,384股股份

予以注销完成，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注册资本，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

1,253,011,919股变更为1,215,237,535股，导致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的股权比例

被动增至超过30%，由29.90%变更为30.83%。 

本次收购前，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374,650,564股股份，为A股流通股，占

诚志股份总股本的29.90%。本次收购前，诚志股份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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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因诚志股份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7,774,384股股份予以注

销，并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导致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股权比例被动

增至超过30%，该行为完成后，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30.83%股份，仍为诚志股

份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完成后，诚志股份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志科融共持有诚志股份374,650,564股股份，为

A股流通股，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司法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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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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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 

（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

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

例超过30%； 

（二）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

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

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

要约； 

（四）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的2%的股份； 

（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六）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依法从事承销、贷款等

业务导致其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超过30%，没有实际控制该公司的行为

或者意图，并且提出在合理期限内向非关联方转让相关股份的解决方案； 

（七）因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30%； 

（八）因履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协议购回上市公司股份导致投资者在一

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并且能够证明标的

股份的表决权在协议期间未发生转移； 

（九）因所持优先股表决权依法恢复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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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十）中国证监会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而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收购前，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的股权比例为29.90%，低于30%。由于

上市公司诚志股份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7,774,384股股份予以注销，并

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注册资本，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1,253,011,919股变更为

1,215,237,535股，导致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的股权比例被动增至超过30%，未

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

次收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申请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374,650,564股股份，为A股流通股，占

诚志股份总股本的29.90%，诚志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374,650,564股股份，为A股流通股，

占诚志股份总股本的30.83%，诚志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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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诚志科融共持有诚志股份374,650,564股股份，为

A股流通股，诚志科融持有诚志股份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司法强制执行

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四、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收购人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结论性意见，详见《山东文康律师事务

所关于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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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经按照《准则第16号》等相关规定

的披露要求，对本次收购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相关的

其他应当披露重大事项，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收购人

提供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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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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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李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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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李 彩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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