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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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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

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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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收购人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

购人”或“建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海建”或“一致行动人”）在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

皮玻璃”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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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一

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耀皮玻璃拥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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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持前，建材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A 股股份 276,812,120 股，通

过一致行动人香港海建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B 股股份 3,601,071 股。建材集团直接、

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0,413,1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9934%。本次增持，建材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增持耀皮玻璃 A 股股份 67,200 股。本次增持后，建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0,480,391 股，合计持股比例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0006%。 

建材集团本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已取得建材集团董事会的批准，并已根据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了上级国家出资企业的批准。 

五、建材集团拟在本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 18,692,700 股（即建材集团自直接、间接持有

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 30%起，继续增持不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后续增持完成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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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

51 号）的有关规定，收购人自直接、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 30%

之日（即 2018 年 12 月 13 日）起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不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2%的行为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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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 

收购人、建材集团 指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耀皮玻璃 指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产集团 指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

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海建、一致行动人 指 
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为上海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增持 指 

建材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方式购买耀皮玻璃 A 股股份 67,200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072%），导致收购人及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 30.0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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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最近三年 指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本报告书摘要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

入存在差异。 

http://www.shenchunhui.com/_private/guifangxingwenjian/fagui/2013/tuishi-sh-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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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建材集团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北京东路 240 号 

法定代表人 赵健 

注册资本 2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3 年 12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投资入股控股，兴办经济实体，建筑材料、建材设备及相关产品的设

计制造和销售，从事建筑装饰工程和技术开发转让业务，建筑装饰工

程总承包及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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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1993 年 12 月 29 日至不约定期限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东名称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213900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588 号 

联系电话 021-63217238 

2．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建材集团成立于 1993 年，主要从事研究、生产、经营建筑材料和建材设备

业务，以及对相关行业投资。除耀皮玻璃和香港海建外，建材集团直接控制的企

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上海建材工

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工业领域内的投资，投资管理，建材机械装

备、机电设备、汽车配件、化工原料（除危

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钢材、木材的销售等。 

29,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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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2 

上海建筑材

料集团水泥

有限公司 

水泥与混凝土外加剂及新型胶凝材料的生产

和销售，污泥处理与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

水泥工艺的咨询及设计，水泥机械设备制造、

安装及维修，建筑材料、矿产品、煤炭、金

属材料、钢材、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品）、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机

械设备的销售，仓储（除危险化学品），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 

25,000.00 100.00 

3 

上海玻机智

能幕墙股份

有限公司 

幕墙工程，装饰工程，金属门窗工程，钢结

构工程，幕墙门窗加工制作，建筑遮阳产品

的设计、加工、安装及其相关技术咨询（加

工制作限分支机构经营），保洁服务，环保建

筑工程专业施工，合同能源管理，建筑装饰

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

工程专项设计，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照明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专业施工，从事计算机软件科技、自

动化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有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房屋建设工程施工。 

15,300.00 45.00 

4 

莎车上海建

材隆基水泥

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5,000.00 51.00 

5 

上海建材集

团实业有限

公司 

建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园

林绿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矿产品（除

专控）、成品油（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木材及制品、煤炭、钢材、五金交电、化工

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燃料油（除危险品）、机械设备、电子设备、

电气设备、电缆、开关柜、日用百货的销售，

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贸易信息咨询

（除经纪）。 

12,92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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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6 

上海万安华

新水泥有限

公司 

水泥制造及销售，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金

属加工，水泥制造设备及电器设备安装检修，

包装材料销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

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除危险化学品），

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附设分支一

户。 

10,000.00 51.00 

7 
上海装饰市

场有限公司 

为本市场内装饰材料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

务，市场建设，自有房屋租赁，卷烟、雪茄

烟、酒类（不含散装酒）、预包装食品（含冷

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的零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 

2,000.00 70.00 

8 

上海市建筑

材料工业设

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建材行业（新型建筑材料工程专业）甲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甲级，建材行业

（水泥工程专业）乙级，建筑装饰装修建设

工程施工与设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普

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五金交电。 

1,000.00 100.00 

9 
上海百姓装

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装潢材料，家用电

器，木制品，家具，塑钢门窗（销售）；室内

装潢设计，房屋租赁（受产权人委托）。 

1,000.00 51.00 

10 

上海建筑材

料集团材知

园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物业管理；

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五金

交电、建筑材料销售；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

项设计；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施工；企

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货物技术及进出口

业务。 

100.00 100.00 

11 

上海建筑材

料集团东环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投资咨询

（除经纪），停车场（库）经营，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

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园林古建筑建

设工程专业施工。 

100.00 100.00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材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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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地产集团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经营管理等业务。地产集团持有建材集

团 100%的股权，为建材集团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500 号 18 楼 

法定代表人 冯经明 

注册资本 42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土地储备前期开发，滩涂造地建设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区

域开发，旧区改造，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

投资，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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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2 年 11 月 15 日至长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名称 上海市国资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44914438T 

通讯地址 上海市雪野路 928 号 

联系电话 021-20770999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收购人外，地产集团直接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以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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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上海城市更新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旧区改造，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

发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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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100.00 

2 
上海世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区域开发，实业

投资，资产管理，商务咨询服务，工

程建设和管理，工程技术咨询，绿色

低碳生态健康建筑技术咨询，演艺活

动策划、组织、管理和咨询，经营演

出及经纪业务，文化旅游咨询，文化

旅游纪念品设计和销售，票务服务，

会展策划、组织和展览展示服务，广

告设计、制作和发布，物业管理，停

车场经营管理，自有设备、材料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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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0 100.00 

3 

上海市申江两岸

开发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土地储备，城市建设投资，房地产开

发经营，资本运作，投资策划，实业

投资，物业管理，规划咨询，投资服

务，资产管理，设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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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00.00 100.00 

4 
上海地产住房保

障有限公司 

公共租赁房、动迁安置房、经济适用

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租赁、

经营管理，以及与保障性住房相关的

房地产投资、开发和建设经营，以及

土方工程（除专项）、市政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室内装潢，投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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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0.00 100.00 

5 
上海地产闵虹（集

团）有限公司 

开发区建设和经营管理、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项目管理、企业投资咨询

（除经纪）、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

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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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0 100.00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0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6 
上海金丰投资有

限公司 

实业投资，新型材料、楼宇设备的研

制、开发、销售，住宅及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环境绿化包装，房地产开发

经营、租赁、置换、咨询，建筑设计

装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房地产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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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32.01 100.00 

7 

上海地产租赁住

房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

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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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100.00 

8 

上海地产中星曹

路基地开发有限

公司 

建设基地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经

营，房地产咨询（不得从事经纪），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的销

售，建筑装潢，建材的加工，及以上

相关业务的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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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100.00 

9 

上海市黄浦江码

头岸线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管理，港口与海岸建设工程

专业施工，物业管理，停车场（库）

经营管理，港口设施租赁，国内水路

运输，票务代理，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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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100.00 

10 
上海地产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酒店管理，房地产经营，物

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管

理咨询服务（以上咨询除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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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100.00 

11 
上海麦其房产发

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咨询、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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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5.3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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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2 

上海世博文化公

园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园林绿化，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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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0.00 

13 
上海市滩涂造地

有限公司 

滩涂围垦、促淤，围垦成陆后土地的

开发经营（凭专项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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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0.00 

14 
上海馨安置业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租赁，室

内装潢，销售建筑装潢材料，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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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0.00 

15 
上海地产南站有

限公司 

土地基础开发，房产开发、销售，商

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对外投资，

国内贸易，工程技术咨询，建材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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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95.00 

16 
上海市住房置业

担保有限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以及与担保业务相关

的资产管理及业务咨询，受托审核住

房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代理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风险管理，为住房公积

金贷款及其他住房贷款提供咨询、代

办服务，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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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84.00 

17 
上海地产养老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养老产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市场信息咨询

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研、社会调

查、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兼

并重组策划，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医药

咨询，营养健康服务，旅游咨询，从

事医疗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

疗器械经营，物业管理，保洁服务，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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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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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8 
上海地产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房地产经营，创业投资，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除经纪），投资咨询（除经纪），财

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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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75.00 

19 

上海地产三林滨

江生态建设有限

公司 

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

体化，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

（除经纪），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机电设备的销售，园林绿化，石材养

护，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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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 73.75 

20 
中华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侨汇房、商品房设计、建造、买卖、

租赁及调剂业务，各类商品住宅的配

套服务，房屋装修及维修业务，建筑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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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70.08 68.42 

21 

上海黄浦江东岸

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土地储备、成片开发与经营，房地产

开发经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

园林绿化，物业管理，投资咨询（除

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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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 50.00 

22 
上海至尊衡山酒

店投资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不含餐饮服务、食品生产

经营、住宿），实业投资，物业管理，

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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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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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23 
上海外滩滨江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和管理，实业投资，建筑工程，物业

管理，酒店管理，会务及展览服务，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体育

活动策划，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广

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礼仪

服务，票务代理，电子商务（不等从

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餐饮企业

管理，停车场（库）经营管理，百货、

通信设备及配件、办公用品、体育用

品的零售，食品流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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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50.00 

24 

上海徐汇滨江开

发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土地储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

发经营，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物业管理，城市规划咨询，普

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

五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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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50.00 

3．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建材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市

国资委直接持有地产集团 100%的股权，地产集团持有建材集团 100%的股权。 

（三）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建材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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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1,117,476.80 1,167,376.42 1,249,177.31 

净资产 563,628.24 574,971.90 568,984.28 

资产负债率（%） 49.56 50.75 54.45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668,160.20 637,124.85 582,3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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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300.03 9,153.95 -58,082.64 

净资产收益率（%） 1.11 1.60 -10.20 

注：建材集团最近三年财务报表已经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众会字（2016）第 0751 号、众会字（2017）第 285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和众会字（2018）第 1635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涉及的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2018 年 9 月，上海白水泥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建材集团履行股东出资义务 646.49 万元。上海白水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

注册资金 1,048 万元，建材集团持有其 89.69%的股权。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建材集团未受到过

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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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材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1 杨庆云 董事长 中国 上海市徐汇区天等路 否 

2 赵健 董事兼总裁 中国 上海市普陀区白兰路 否 

3 黄志炜 董事 中国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 否 

4 王幸儿 监事 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蓝村路 否 

5 林磊 副总裁 中国 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 否 

6 刘澎 副总裁 中国 上海市宝山区高跃路 否 

7 李新联 总裁助理 中国 上海市闸北区宝昌路 否 

8 顾昕 财务总监 中国 上海市杨浦区唐山路 否 

9 宋华 总经济师 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

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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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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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耀皮玻璃外，建材集团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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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材集团控股股东地产集团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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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上市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600675.SH） 
上交所 470,670.08 68.42 房地产业 

2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600606.SH） 
上交所 1,216,815.44 25.82 房地产业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材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材集团控股股东地产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

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

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香港海建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166-168 号信和财务大厦 14 层 

董事 刘澎 

总股本 257.00 万股 

总款额 257.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3 月 17 日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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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0956325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588 号 

联系电话 021-63217238 

2．香港海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香港海建成立于 2005 年，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和商品贸易业务。截至本报告

书摘要签署日，香港海建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二）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 香港海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香港海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建材集团持有香港海建 100%的股权，为香港海建的控股股东，因此二者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2．香港海建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材集团持有香港海建 100%的股权，为香港海

建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建材集团”之“（一）收购人

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材集团直接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情况详见本节

之“一、收购人建材集团”之“（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3．香港海建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香港海建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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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香港海建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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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7,726.62 8,182.63 5,360.46 

净资产 738.20 987.62 951.91 

资产负债率（%） 90.45 87.93 82.24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79.74 2,320.12 6.70 

净利润 -185.28 11.58 0.41 

净资产收益率（%） -25.10 1.17 0.04 

注：香港海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已经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众会字（2016）第 0750 号、众会字（2017）第 302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和众会字（2018）第 1620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所涉及的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香港海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

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香港海建不设董事会，仅设一名董事，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1 刘澎 董事 中国 上海市宝山区高跃路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

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

况。 

（六）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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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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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形。 

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的相关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建材集团”之“（六）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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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香港海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的相关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建材集团”之（七）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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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主要是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

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进行了本次增持。 

二、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

划 

本次增持完成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会转让本次

增持及本次增持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若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12 个

月内对本次增持及本次增持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质押等处置情形，或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时，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收购人制定了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收购人拟使

用自有资金通过上交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

超过 18,692,700 股（即建材集团自直接、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

30%起，继续增持不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的股份；继续增持平均价

格上限为获批日（即 2018 年 12 月 4 日）之前 40 个交易日均价或获批当日收盘

价较高者上浮 20%，即 5.376 元/股；继续增持股份实施期限为自本次增持之日

（即 2018 年 12 月 13 日）起 12 个月内。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将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

的报告义务。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18 年 11 月 19 日，建材集团董事会做出决议，拟增持耀皮玻璃股份。2018

年 12 月 4 日本次增持股份计划获得了上级国家出资企业地产集团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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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增持前，建材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A 股股份 276,812,120 股，通过全

资子公司香港海建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B 股股份 3,601,071 股。建材集团直接、间

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0,413,1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9934%。 

（二）本次收购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增持完成后，建材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A 股股份 276,879,320 股，通

过全资子公司香港海建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B 股股份 3,601,071 股，建材集团直接、

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0,480,391 股，合计持股比例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30.0006%。 

二、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增持系通过上交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三、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 

2018 年 12 月 13 日，建材集团通过上交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上市公司 A 股股份 67,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072%；本次增持平均价

格为 4.49 元/股，合计使用资金 30.17 万元。 

四、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

被质押、被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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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

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

法要求收购人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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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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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收购人：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赵 健 

 

 

 

 

签署日期：2018 年 12 月 21 日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3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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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一致行动人：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授权代表（签字）：             

刘 澎 

 

 

 

 

签署日期：2018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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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赵 健 

 

 

 

 

签署日期：2018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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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授权代表（签字）：             

刘 澎 

 

 

 

 

签署日期：2018 年 1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