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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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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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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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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广州市国资委（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履行股东职责）和广东省财政厅分别将其持有的广州广日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剥离广州广哈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新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和广州华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后的广智

集团）90%、10%的股权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划转至收购人，导致收购人间接取得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56.56%的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最终

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广州市国资委。本次收购属于国有股权行政划转，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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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七、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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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 

 

目录  

第一节  释义 ............................................................................................................... 3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 4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 10 

第四节  收购方式 ..................................................................................................... 12 

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说明 ......................................................................... 14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 15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3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广日股份/上市公司 指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工控 /收购人 /信息

披露义务人 
指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智集团 指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剥离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新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和广州华南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之后的广智集团。 

万力集团 指 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 

工控资本 指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

转 
指 

广州市国资委（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拟将其持有的广智集团

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工控，广东省财政厅拟将其持有的广

智集团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工控，从而导致广州工控间接

通过广智集团间接持有广日股份 56.56%的股份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最近三年 指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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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准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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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数数

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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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0402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78 年 5 月 26 日 

营业期限：1978 年 5 月 26 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周千定 

注册资本：626,811.77659 万元人民币 

登记机关：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总部管理；资产管理（不含

许可审批项目）；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

批类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场地租

赁（不含仓储）；停车场经营；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 

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财政厅 

联系方式：020-81352395 

通讯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花地大道南 657 号岭南 V 谷 C2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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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产权及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简介 

收购人广州工控系广州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控股企业，于 1978 年 5

月 26 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

方案的通知》（粤府〔2020〕10 号）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资〔2020〕78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将其持有的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广州工控 1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广东省财政厅，由广东省财政厅代

广东省人民政府持有，并委托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专户管理，划转基

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国有股权划转已于 2021 年 8 月完成。 

本次划转完成后，广州市人民政府持有收购人 90%的股权，广东省财政厅持

有收购人 10%的股权。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收购人广州工控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国资委

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履行股东职责。 

广州市国资委是 2005 年 2 月 2 日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直属特设机

构。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的授权，广州市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对授

权监管的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监督和管理，保证出资人的各项权利的充分行

使和所有者各项权利的实现，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

重组，并依法对区、县级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收购人的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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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要业务情况 

广州工控主要业务可划分为先进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互联网行业及服

务业四大产业板块。其中，先进制造业板块主要包括专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制品

业、家用电器制造业、基础化学原材料制造业和建材制造业等。 

（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总资产 7,582,306.45 6,751,263.80 4,481,736.46 

净资产 2,167,079.51 2,072,719.03 1,246,682.04 

资产负债率 71.42% 69.30% 72.18% 

营业收入 7,018,868.50 5,687,981.53 4,459,245.46 

净利润 134,746.97 167,101.51 134,544.03 

净资产收益率 6.22% 8.06% 10.79% 

注：广州工控 2018 年-2019 年的审计机构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度审计机构为信用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意见类型均为标准无保留意

见。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的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

在未按期偿还的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

良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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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周千定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中国 广州 否 

景广军 总经理、副董事长 中国 广州 否 

张伟涛 时任总经理、副董事长
注

 中国 广州 否 

张  哲 职工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徐  勇 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郭宏伟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汤  胜 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姚  江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广州 否 

吴丽萍 专职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向锦雄 专职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谢  勇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刘会春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李绍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何利民 总会计师 中国 广州 否 

席大茂 集团工会主席、职工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汪  帆 总法律顾问 中国 广州 否 

王  松 总工程师 中国 广州 否 

肖红民 总审计师、职工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原晓静 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 中国 广州 否 

黄云冲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广州 否 

黎继荣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广州 否 

易晓明 总经济师 中国 广州 否 

注：张伟涛已于2021年5月13日退休。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前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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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仲裁。 

 

六、收购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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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州工控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所拥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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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证券 

简称 
注册地 

总股本 

（万股）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山河智能

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山河 

智能 

湖南 

长沙 

108,721.2

5 
002097.SZ 24.84% 

工程装备、特种装

备、航空装备 

2 

广东金明

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 

金明 

精机 

广东 

汕头 
41,892.36 300281.SZ 27.35% 薄膜设备 

3 

北京鼎汉

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鼎汉 

技术 
北京 55,865.04 300011.SZ 10.25% 

车辆空调、通信电

源、信号电源 

4 

江苏润邦

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润邦 

股份 

江苏 

南通 
94,228.87 002483.SZ 20% 

高端装备、危废医

废、污泥处置 

注1：广州工控通过控股子公司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山河智能13.94%的股份，

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山河智能10.90%股份，合计

持有山河智能24.84%股份。 

注2：广州工控通过控股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金明精机13.57%股份，

通过控股子公司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金明精机13.77%股份，合计持有金明

精机27.35%股份。 

注3：广州工控通过控股子公司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鼎汉技术10.25%股

份，根据《附生效条件的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将其所持有的鼎汉技术50,956,4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2%）对应的表决权委

托给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并与其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广州工控合计持有鼎汉技术拥有

公司表决权比例为19.37%的股份。 

注4：广州工控收购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事项已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工

作，尚未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除此之外，广州工控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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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州工控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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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情况 

1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77,571.7082 
通过工控资本持有 7.58%股权， 

通过万力集团持有 1.43%股权 

2 广州广证金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00 通过工控资本持有 37.50%股权 

3 广州金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0,000.00 通过工控资本持有 60.00%股权 

4 广东金骏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通过工控资本持有 40.00%股权 

5 广州万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50,000.00 
直接持有 44.42%股权，通过工控资本

等其他主体持有剩余 55.58%股权 

6 广州市广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30,000.00 
通过工控资本持有 10.00%股权， 

通过万力集团持有 20.00%股权 

7 广州万宝长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通过工控资本持有 100.00%股权 

8 
广州万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 通过工控资本持有 100.00%股权 

9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通过万力集团持有 10.00%股权 

除此之外，广州工控不存在其他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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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决定 

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2021 年 10 月 25 日，广州市国资委下发《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印发整合市属

资源打造广州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国资改革﹝2021﹞15

号），拟将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建制无偿划转到广州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4 日，广州市国资委下发《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将广州智能装

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9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通知》（穗国资产权﹝2021﹞17 号），批准本次收购。 

2021 年 12 月 15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财政厅形成《广智集团股东

会决议》，同意本次收购。 

2021 年 12 月 17 日，广州工控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以无偿划转方式

受让广智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批准和决

策等法定程序。 

本次收购无需进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 

二、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广州先进制造业产业布局，有效整合市属工业产

业资源，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具有领先地位的先进制造业投资发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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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其拥有权益的股份

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内继续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无在未来的12个月内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收购人后续作出增持股份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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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一）本次收购完成前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广州工控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收购实施完成后，广州工控将通过广智集团间接持有广日股份56.56%的

股权。 

（二）本次收购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二、本次收购方案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收购以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 

（二）具体方案 

广州工控经由广州市国资委通过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广智

集团股权全部划转给收购人，广东省财政厅通过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将其

持有的广智集团股权全部划转给收购人，本次划转完成后，广州工控成为广智集

团的单一股东，并通过广智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56.56%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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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前后，广日股份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广智集团，广智

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广州市国资委，因而，本次收购行为未导致上市公司直接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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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说明 

一、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 

广州市国资委于2021年12月14日下发《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将广州智能装备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9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

知》（穗国资产权﹝2021﹞17号），批准将广智集团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工控；

同时根据《广智集团股东会决议》，广东省财政厅同意将其持有的广智集团的股

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工控，从而导致收购人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股东，通过广智集

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56.56%的股份。 

（二）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依据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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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一）规定的免于

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条件。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关于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参考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

方式”之“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之“（二）本次收购完成

前后上市公司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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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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已按照《格式准则第16号》的要求对本

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出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收购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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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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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周千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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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

章页）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周千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