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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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

人）在云南驰宏锌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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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驰宏锌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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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收购尚需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本次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的批准、中国证监会豁免中国铜业就间接收购云铝股份、驰宏锌锗触发

全面要约收购的义务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中国境

内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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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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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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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铜业、收购人 指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云冶集团 指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集团 指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驰宏锌锗、上市公司 指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97）  

云铝股份 指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转 指 

云南省国资委向收购人无偿划转其直接持有的云冶集团51%股

权。收购人通过本次无偿划转间接取得云冶集团所持驰宏锌锗

1,944,142,784股股份（占驰宏锌锗总股本的38.19%）的事项 

《无偿划转协议》 指 
中国铜业与云南省国资委于2018年11月13日就本次无偿划转签

署的《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偿划转协议》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国资委 指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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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注册资本：323,491.9298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3401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铜及其他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管理；铜及其他有色金属的冶炼、

加工、销售；铜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有色金属行业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

监理及工程总承包；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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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1985 年 5 月 25 日至长期 

股东名称：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 

联系电话：0871-63611064 

二、 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 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产权控制结构图 

中铝集团是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持有收购人的 100%股权。国务院国资委为

中铝集团的唯一出资人，是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中铝集团所持中国铜业的股权

不存在质押情况。 

收购人的产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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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控股股东中铝集团控制的除收购人外核

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352,448.79 36.35% 

铝土矿、煤炭等资源勘探

开采及氧化铝、原铝和铝

合金产品生产销售；火力

及新能源发电 

2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66,316 76.50% 
工程设计和咨询、工程及

施工承包及装备制造业务 

3 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136,000 67.58% 稀土采选、冶炼及加工 

4 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 182,418.30 100.00% 有色金属矿采选 

5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5,357.68 49.96% 铝压延加工 

6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 169,556.86 48.23% 铝压延加工 

7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260,000 88.96% 铝压延加工 

8 西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36,700 100.00% 铝压延加工 

9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670 80.00% 铝压延加工 

10 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81,235 100.00%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11 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43,023.59 10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12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62,500 100.00% 货币金融服务 

13 中铝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25,000 100.00% 商务服务业 

14 北京银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 10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注：以上持股情况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三、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100% 

100% 

中国铜业 

国务院国资委 

中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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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铜业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铜及其他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管理；铜及

其他有色金属的冶炼、加工、销售；铜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有色金属行业工

程的勘测、咨询、设计、监理及工程总承包；进出口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铜业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

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1 中铝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59,506.00 92.43% 矿产资源勘探 

2. 2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140,634.30 91.69% 铜压延加工 

3. 3 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179,347.11 75.56% 铜压延加工 

4. 4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196,078.43 58% 铜采选、冶炼及加工 

5. 5 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 152,334.00 55.15% 铜压延加工 

6 中铝矿业国际 939,320.74 100.00% 铜矿采选 

(二) 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159,415.52 61,880.13 13,937.68 

净资产 2,256,000.99 6,070.16 1,240.23 

资产负债率 63.37% 90.19% 91.10%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8,414,652.43 - - 

营业总成本 8,513,534.73 3,170.85 2,846.25 

净利润 -42,473.47 -3,170.07 -2,834.38 

净资产收益率 -3.76% -86.73% -282.89%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期初净

资产+期末净资产）/2] 

四、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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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收购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 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铜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

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或护照 

刘建平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武建强 男 
董事、总裁、党委副

书记 
中国 昆明 否 

施维勤 男 
董事、党委书记、高

级副总裁 
中国 昆明 否 

栾书伟 男 董事、高级副总裁 中国 
秘鲁（常驻工

作地点） 
否 

马惠智 男 
董事、党委常委、高

级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刘跃伟 男 高级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张晓光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刘洪均 男 副总裁、安全总监 中国 北京 否 

陈  琳 男 监事 中国 昆明 否 

张士国 男 财务总监 中国 昆明 否 

姚志华 男 副总裁 中国 昆明 否 

王  冲 男 副总裁 中国 昆明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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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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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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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中国铜业

持股比例 

1.  
云南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 
000878.SZ  141,639.88  

生产高纯阴极铜、电

工用铜线坯、工业硫

酸、金锭、银锭、电

工用圆铜线、硫酸铜

等 

45.01% 

注1：中国铜业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注2：收购人将通过本次无偿划转间接取得云冶集团所持云铝股份（证券代码：000807.SZ）

1,109,818,170股股份（占云铝股份总股本的42.57%）和驰宏锌锗（证券代码：600497.SH）

1,944,142,784股股份（占驰宏锌锗总股本的38.19%）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控股股东中铝集团持有、控制境内外其

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

例 

1.  
中国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 
601600 1,490,379.82 

铝土矿、煤炭等资源勘探开

采及氧化铝、原铝和铝合金

产品生产销售；火力及新能

源发电 

36.35% 

2.  
宁夏银星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000862 70,611.90 

新能源发电和新能源装备

制造 
40.23% 

3.  
中铝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601068 295,906.67 

工程设计和咨询、工程及施

工承包及装备制造业务 
76.50% 

注：中铝集团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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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中铝集团持股 5%以上的

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 持股方式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

例 

1 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80,000.00 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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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 持股方式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

例 

2 云晨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持股 63,746.97 70.37% 

3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直接持股 262,500 100.00% 

4 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243,023.59 88.33% 

5 上海东方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持股 3,000.00 41.36% 

6 中铝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30,000 88.33% 

7 中铝保险经纪（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180.00 86.09% 

8 北京银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直接持股 1,000.00 100.00% 

9 中铝（北京）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直接持股 3,500.00 40.00% 

10 中铝建信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3,000.00 45.05% 

11 北京国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1,000.00 50.00% 

12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75,000.00 13.25% 

13 
中铝创新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000.00 88.33% 

14 北京国调中铝铜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直接持股 300,900.00 74.93% 

15 北京银铝融发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直接持股 983,000.00 20.04% 

16 北京银铝融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直接持股 375,500.00 20.06% 

17 
上海中铝丰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间接持股 20,010.00 76.46% 

18 青岛市新富共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000.00 68.85% 

19 鑫诚通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000.00 30.60% 

20 中铝国际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25,521.00 76.46% 

21 珠海长冶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持股 90.50 100.00% 

22 河南六冶租赁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00.00 76.50% 

23 山西甘霖晋铝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000.00 21.17% 

24 云南鼎泰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000.00 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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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目的 

本次无偿划转是云南省人民政府、中铝集团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之

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

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指导思想及十九大关于国有企业加快改革

发展的要求和精神的重要举措。 

本次无偿划转建立在深入研究、充分沟通、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对云南

省和中铝集团的优势资源实施整合，有利于发挥云南省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及中铝

集团在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领军优势，做优做大做强云南省有色金属产业，在云南

省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有利于将中铝集团打造成为更具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有色金属企业，并通过打造世界一流产业集群进一步促进云

南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 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 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中铝集团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本次无

偿划转事项。 

2. 2018 年 11 月 6 日，云南省国资委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本次无偿划转事

项。 

3. 2018 年 11 月 10 日，中国铜业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本

次无偿划转事项。 

(二) 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 

2. 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中国铜业要约收购驰宏锌锗、云铝股份的义务。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中国境内经营者集中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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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通过。 

三、 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驰宏锌锗权益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驰宏锌锗

的股份或者处置所拥有权益的驰宏锌锗的股份之计划，但是不排除因收购人业务

整合、资本运作等事项而产生增、减持驰宏锌锗之情形，亦不排除未来收购完成

后，收购人将深入推进与云冶集团的进一步整合，根据战略需要及业务重组进展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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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国铜业未持有驰宏锌锗的股份。云冶集团持有驰宏锌锗

1,944,142,784 股股份，占驰宏锌锗总股本的 38.19%。本次收购前，驰宏锌锗的

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铜业成为驰宏锌锗间接控股股东，驰宏锌锗的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驰宏锌锗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 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云南省国资委向中国铜业无偿划转其直接持有的云冶集团 51%股权。本次无

100% 

38.19% 

100% 

51% 

云冶集团 

中国铜业 

驰宏锌锗 

国务院国资委 

中铝集团 

38.19% 

49% 51% 

云冶集团 

其他股东 

驰宏锌锗 

云南省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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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划转完成后，收购人通过云冶集团间接持有驰宏锌锗 1,944,142,784 股股份，

占驰宏锌锗总股本的 38.19%。 

三、 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2017 年 11 月 30 日，驰宏锌锗向云冶集团、中信证券中兵投资驰宏锌锗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珠海金润中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郑积华、中信证券驰宏

锌锗投资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合

计 781,393,382 股募集资金，上述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股份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云冶集团持有的驰宏锌锗 941,542,682 股份处于质

押状态。除上述情形外，云冶集团持有的驰宏锌锗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冻结及

权利限制情况。 

因本次收购是无偿划转导致的间接收购，因此，上述权利限制情形不影响本

次收购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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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购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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