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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 

2022 年第三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财务顾问”）接受委

托，担任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物流集团”、“收购人”）豁免要

约收购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股份”、“上市公司”）的财务顾

问，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从中储股份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

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中储股份披露了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结合上述 2022 年

第三季度报告及日常沟通，中金公司出具了 2022 年第三季度（从 2022 年 7 月 1 日

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以下简称“本

意见”）。本意见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等由收购人与中储股份提供，收购人与

中储股份保证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及连带责任。本财务顾问对所

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免于发出要约收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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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免于发出要

约。 

2021 年 11 月 29 日，经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同意中国铁路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物集团”）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诚通集团”）物流板块实施专业化整合，由中国铁物集团更名为中国物

流集团，中国物流集团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将中国诚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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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及其所属企业持有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集团”）100%

股权、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5.79%股份、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0%

股权、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整体无偿划入中国物流集团。 

本次收购系中国诚通集团将中储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收购人，属于前述专

业化整合的其中一环。通过本次收购，收购人将直接持有中储集团 100%的股权，并

通过中储集团间接控制中储股份 45.74%的股份。 

综上，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之情形，收购人可

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1、2021 年 3 月 19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

性公告》； 

2、2021 年 11 月 30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获得批准的公告》； 

3、2021 年 12 月 3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收购报告书摘要》及《关于收购报告

书摘要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4、2021 年 12 月 4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

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5、2021 年 12 月 8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

告》； 

6、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物流板

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7、2022 年 1 月 1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收购报告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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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

律意见》； 

8、2022 年 1 月 15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结构变更暨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9、2022 年 2 月 8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变更暨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三）本次收购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22 年 1 月 15 日，中储股份发布公告，中储股份接到控股股东中储集团通知，

中储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后，中国

物流集团通过中储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006,185,716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74%。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中储集团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已完成，收购人、上市公司已根据规定就本次收购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各方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国物流集团对保持中储股份独

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等作出了相关承诺。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三、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自上市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以来，中国物流集团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况如下： 

（一）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

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而形成明确具体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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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在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进行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重大的资产、负债处置或者其他重大重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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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合资或合作或上市

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形成明确具体的计划。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在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进行

重大的资产、负债处置或者其他重大重组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会计师辞

职的公告》，中储股份八届六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杨艳枝女士辞职的议

案》，同意杨艳枝女士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总会计师的议案》，经提名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武凯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

期至董事会换届。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发布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上市公司董事长梁伟华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及董事

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相关职务；上市公司总裁赵晓宏辞去公司总

裁、董事职务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相关职务。中储股份八届六十二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聘任王海滨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主

持经理层工作），聘任王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董事会换届；会议同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根据控股股东提名董事的函，经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同意提名房永斌先生、王海滨先生为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时止。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召开八届六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并选举房永斌先生为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公司八届六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时止。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增补公司董事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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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斌先生、董事王海滨先生为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房永斌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增补后，董事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由董事长房永

斌先生（主任委员），副董事长王天兵先生（副主任委员），董事王海滨先生、王

炜阳先生、李大伟先生，独立董事高冠江先生、马一德先生组成。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增补公司董事长房永斌先生为八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增补后，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高冠江先生（主任委

员）、董中浪先生、马一德先生，董事长房永斌先生，副董事长王天兵先生组成。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召开监事会八届三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根据控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

公司的提名函，同意提名薛斌先生、郑佳珍女士为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召开八届六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九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根据控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集

团有限公司提名董事的函，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房永斌先生、王海

滨先生、李勇昭先生、朱桐先生、马德印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根据

第二大股东-CLH 12 (HK) Limited 提名董事、独立董事的函，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核，同意提名王天兵先生、王炜阳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张建

卫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马一德

先生、张秋生先生、许多奇女士为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该议案已经公

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除上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外，上市公

司不存在其他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召开八届五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9,484,688 股股份后注册

资本相应变更，同时，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

进行如下修订： 

原条款 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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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99,801,033 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90,316,345 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99,801,033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2,199,801,033 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90,316,345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2,190,316,345 股。 

第九十一条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

众选择董事、监事的权利，在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监事的过程中，应充分反映社会

公众股东的意见，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

出的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

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第九十一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进行表决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

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

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

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召开八届六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10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243,467 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人民币 2,190,316,345 元变更为 2,188,072,878 元，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90,316,345 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88,072,878 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90,316,345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2,190,316,345 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88,072,878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2,188,072,878 股。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上述公司章程条款修改主要是上市公司由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股份

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的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变化，不属于中国物流集团

主动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条款进行的修改。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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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出

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对上市公司分

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存在提议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进

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其他对上市公

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存在提议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

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

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

未发现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中国物流集团依法行使对

中储股份的股东权利，中国物流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中储股份违规提供担保

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他

约定义务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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