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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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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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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

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信息

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

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本财务顾问秉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发表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在此特

作如下声明： 

（一）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财务顾问保证，对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文件

或口头证言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

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重大遗漏。 

（二）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和执业工作程序，对本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所发

表意见的内容仅限《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除非中国证监会另有要求，本财务

顾问并不对本次权益变动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发表意见。 

（三）对于对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或需

要法律、审计等专业知识来识别的事实，本财务顾问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意见、说明及其他文件作出判断。 

（四）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议，对于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

务顾问不承担责任。 

（六）本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详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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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变动报告书》以及上市公司其他公告全文和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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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中恒集团、上市公司 指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投集团、信息披露义

务人 
指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自治区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 

自治区人民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国资委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 指 

自前次 2016 年 2 月 23 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

广投集团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中恒集团

A 股 173,755,422 股股份，增持比例为 5%，其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比例增加至 25.52%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权益变动情况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核查意见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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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海证券、财务顾问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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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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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

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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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范的工作程

序，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尽职调查，

并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审阅及必要核查，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声明，承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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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证券法》、《收购办法》、《格式准则第 15

号》和《格式准则第 16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权益变动信

息披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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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主体资格、股权及控制关系、财务情况、违法违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董监高

相关信息、相关股权权属等方面进行了必要核查，本财务顾问的核查内容和核查

意见如下：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 

公司名称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注册资本 1,0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3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 周炼 

股东名称 自治区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198229061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通讯方式 0771-5715196 

邮政编码 530028 

经营范围 

对能源、矿业、金融业、文化旅游、房地产业、肥料行业、医疗机

构及医药制造业的投资及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国

内贸易;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经营;高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 1996-03-08 至 无固定期限 

广投集团已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且不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1、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2、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3、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4、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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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广投集团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不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权益变动

的主体资格。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持有广投集团 100%的股权，自治

区人民政府授权广西国资委对广投集团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广西国资委为广投

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广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国资委。广西国资委

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管跃庆 

通讯地址 广西南宁市桃源路 3 号 

邮政编码 530000 

联系电话 0771-2809208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披露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真实、完整和准确。 

广西国资委 

广投集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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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核查 

（一）主营业务情况 

广投集团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要的投融资主体和国有资产经营实体，业务

涵盖能源、先进制造业、现代金融、数字经济、医药大健康、文旅、化工新材

料等领域，铝产品出口德国、日本等 40 多个国家，电力运维技术与服务输出至

南亚、西亚、拉美等地区。集团注册资本 100 亿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8

亿元、利润总额 30 亿元、资产总额 3562 亿元。截至 2019 年 5 月，广投集团拥

有参控股企业 199 家、3 家上市公司、职工超 2.4 万人，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28 位、广西百强企业首位，连续四年获 AAA 主体信用评级。广投集团计划依

托广西得天独厚的医药及自然资源优势，以及面向东盟、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

区位优势，积极落实自治区“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产业发展思路，坚持“生

态圈+平台”的发展理念，参照国内先进省市做法，按照市场化运作、证券化推

进、专业化发展的模式，推动产业融合，打造 1 个大健康产业生态圈和构建 3

个大健康产业支撑平台，实现医疗和旅游、养生、养老、康复、金融、信息等

产业互促共进。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总资产 35,622,160.57 33,002,717.53 31,116,169.65 

总负债 29,770,161.96 27,636,620.77 26,015,485.85 

净资产 5,851,998.61 5,366,096.76 5,100,683.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2,435,957.09 2,221,519.25 1,914,098.81 

资产负债率 83.57% 83.65% 83.61% 

财务指标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3,883,511.66 13,216,396.23 11,698,600.12 

营业收入 12,862,697.85 12,339,398.28 10,829,303.52 

利润总额 300,600.68 277,854.87 244,100.75 

净利润 230,065.74 207,016.80 171,838.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6,568.45 -13,107.65 1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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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1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除中恒集团外，广投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广西广投能

源有限公司 
502,999.14 87.96% 

水电资源和火电资源的投资、开发和经营、技术咨询；对能

源投资及管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粉煤灰综合利用和开发；

电力检修；国内贸易；国际贸易；贵金属销售；天然气管道、

天然气母站及子站的投资管理；清洁能源项目及分布式能

源、冷热电三联供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及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加气站、

接收站、码头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以下项目仅限分

支机构使用:氧化铝、电解铝及铝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和

研究开发 

2 

广西投资集

团银海铝业

有限公司 

581,372.37 100% 

铝及其它金属、电力行业的投资、经营及管理；铝及其它金

属的研发、销售；贵金属、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

的购销代理；进出口贸易；商品信息和技术咨询 

3 

广西广投健

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163,788.00 100% 

健康管理咨询服务；对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健康产业的投资与管理；对文化业、旅游业、体育业、高新

技术产业、商贸业、餐饮业、娱乐业、酒店、观光农业、养

生养老保健、经济园区、文教、医疗卫生、园林绿化、物流

仓储、制造业的投资与管理；项目策划；信息咨询服务；土

地开发整理；住宿，餐饮服务（中餐、西餐、含冷荤冷菜及

冷加工搞点），饮料、酒水，健身房健身服务，游泳馆，洗

衣服务；商务文印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翻译服务，婚庆礼

仪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养生保健服务，清洁服务，城市

停车场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物业

管理；汽车租赁，鲜花盆栽租赁；游览景区管理；艺术表演

服务，室内娱乐活动，体育专业组织活动；食品销售，烟草

零售，国内贸易，网上贸易代理，进出口贸易；市政工程建

设及管理。 

4 

广西鹿寨化

肥有限责任

公司 

140,002.75 85.71% 

肥料制造销售，硫酸、磷酸、合成氨、氟硅酸（以上四项经 

营期限至 2018 年 07 月 16 日止）、氟化铝、磷石膏及制品、

饲料级硫酸锰、工业级硫酸锰及副产品生产销售，化工设备、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农副产品（鲜茧除外）、粮食、煤炭、

矿产品、碳素制品购销，硫磺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仓库，

经营期限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止），仓储服务，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冶金焦、生铁、冶

炼、水渣、硫铁矿渣、磷矿粉、降阻剂、防水油膏、电瓶酸、

渣镍铁制造，工业设备修理，防腐保温、工艺管道、通用设

备制作安装（高压设备除外），提供劳务服务，农贸交易市

场的管理、市场设施租赁服务，汽车货运（ 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修理，磷矿的开采、

选矿、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汽油、柴油、润滑油零

售 

5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21,554.20 22.34%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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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

券；代销金融产品 

6 
桂发财务有

限公司 

8,800（港

币） 
100% 贷款、代开证金融业务、贸易、投资、资信调查、房屋出租 

7 

广西投资集

团科技有限

公司 

5,000.00 51.00% 境外投资、贸易、管理、咨询、物流及工程承包业务 

8 

广西投资集

团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283,255.83 100% 

对银行、证券、保险的投资管理；投融资及金融研究；企业

自有资金投资；股权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及处置；受托资

产管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 

9 

广西北部湾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759,122.17 19.13%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10 

广西广投天

然气管网有

限公司 

40,000.00 75.50% 

天然气管道建设、输送及相关技术服务；天然气销售（按《燃

气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类别、区域、有效期限开展经营

活动，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广西广投燃

气有限公司 
21,358.68 100% 

长输管道燃气和城镇管道燃气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集中供热、配电

网、燃气设施和设备、燃气储配站、气化站、加气站、加油

站、油气合建站、汽车充电站及配套设施、接收站、码头的

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电力供应；能源相关设备的安装

与维修；燃气的开发、生产、储运、输配、采购及销售；天

然气设备的采购及销售；成品油销售；压缩天然气、液化天

然气的技术开发；天然气技术服务及咨询；清洁能源、新能

源领域的工程承包；清洁能源、新能源领域及冷热电三联供

项目安装、运维、技术改造、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推

广、技术转让、技术合作及技术咨询；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能源交易及合同能源管理；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

煤炭、焦炭、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五金交电、机电产品、燃料油、食品的销售；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道路货运代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装卸搬运、

通用仓储；进出口贸易 

12 

广西北部湾

股权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

司 

22,000.00 77.73%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企业股权、债权的托管、交易以及投融

资服务；相关咨询、培训、财务顾问、受托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经主管部门核准的其他业务 

13 

广西投资集

团咨询有限

公司 

1,000.00 100% 
工程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术

服务及咨询，其他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招标代理；工程监理 

14 

广西广投大

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100,000.00 100% 

健康管理咨询服务；对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健康产业的投资与管理；医疗技术的研发；医药及医疗器材、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教学模

具、文化、体育用品、劳保用品、日用家电、药品包装材料、

食品、电子产品的销售；医疗仪器设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安防监控设备的销售、租赁、安装、修理和维护；进出口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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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易；医疗、医药咨询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15 
广西广投石

化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 

石化产品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对能源、石油化工、高

新技术产业、贸易业、物流仓储的投资与管理。 

16 

广西纯正堂

制药有限公

司 

510.00 100%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 、糖浆剂、合剂（含中药前处理

和提取）生产、批发、零售 

17 
数字广西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 

项目建设投资以及所投资项目的商业运营管理；云计算技

术、大数据技术、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智能制造、金融

科技、北斗卫星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电子芯片、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

术转让；大数据相关增值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云计算数

据处理服务；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服务；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服务 

18 

广西来宾银

海铝业有限

责任公司 

151,500.00 100% 

铝金属及铝合金、电力行业的投资经营和管理；铝金属及铝

合金的研发、加工、销售；建筑材料、机电产品的购销；商

品信息和技术咨询 

19 
广投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理咨

询服务  

20 

广西广投新

材料集团有

限公司 

30,000.00 100% 对铝行业的投资、经营及管理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

诉讼、仲裁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

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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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广投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周炼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李斌 副董事长、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廖应灿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王晓松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王清堂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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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杨冬野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刘旭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刘洪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焦明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张佩云 总会计师 女 中国 中国 无 

郑英林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核查意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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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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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广投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海证券 000750 
直接持股 941,959,606 22.34% 

间接持股 389,414,086 9.24% 

桂冠电力 600236 直接持股 1,758,400,835 22.31% 

桂东电力 600310 间接持股 414,147,990 50.03%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广投集团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国富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150,000.00 20.00%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759,122.17 19.1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直接持股 421,554.20 22.34% 

间接持股 389,414,086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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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目

的进行了陈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广投集团看好中恒集团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意巩

固其对中恒集团的控股权。 

本财务顾问就收购目的与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经核查，本财

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明确、理由充分，未有与现行

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的情形，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既定战略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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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中恒集团股份，若发生权益变动之事项，广投集团将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投集团没有在未

来 12 个月内处置其已拥有上市公司权益之计划。



 

16 

 

第五节 对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程序

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2016 年 5 月 16 日，广投集团证券运作小组发文，请示适时增持中恒集团股

份，获广投集团总裁、董事长批示同意。 

2018 年 1 月 25 日，广投集团董事会 2018 年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积

极开展证券运作进一步增强上市平台控制力的议案》，同意广投集团适时增持中

恒集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陈述的权益变动未与现行法律

法规要求相违背，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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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变化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即前次 2016 年 2 月 23 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时），广投集团持有中恒集团 713,091,987 股股份，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比例

为 20.52%。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投集团持有中恒集团 886,847,409 股股份，占中恒集团

总股本的比例为 25.52%。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2019 年 12

月 6 日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中恒集团股份 173,755,422 股，占中

恒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5%。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卖出 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2016 年 5 月 集中竞价买入 511,500 4.13 

2018 年 1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690,000 4.16 

2018 年 2 月 集中竞价买入 3,417,600 3.90 

2018 年 3 月 集中竞价买入 650,000 4.03 

2018 年 4 月 集中竞价买入 6,640,000 3.91 

2018 年 5 月 集中竞价买入 9,810,000 3.83 

2018 年 6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3,961,918 3.17 

2018 年 7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550,000 3.21 

2018 年 10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900,000 2.67 

2018 年 11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6,449,303 2.73 

2018 年 12 月 集中竞价买入 6,059,70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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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010,000 2.55 

2019 年 3 月 集中竞价买入 966,019 3.25 

2019 年 5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6,573,633 2.95 

2019 年 6 月 集中竞价买入 27,605,349 2.84 

2019 年 7 月 集中竞价买入 30,192,300 2.98 

2019 年 8 月 集中竞价买入 20,861,000 2.88 

2019 年 9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1,391,600 2.95 

2019 年 11 月 集中竞价买入 2,515,400 2.90 

2019 年 12 月 集中竞价买入 100 2.92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广投集团持有中恒集团 886,847,409 股股

份，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 25.52%。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356,548,993 股，

占其所持股份数的 40.20%，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 10.26%。 

除上述情形外，广投集团所持中恒集团的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查封、冻结

等权利限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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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的

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该等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通过法律、行政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无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上市公司及其关

联方的资金，信息披露义务人也未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

取资金，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

及支付的款项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者

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

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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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中恒集团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中恒集团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不存在就中恒集团业务处置或置换资产的重组

计划。如果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需要根据其自身与中恒集团的发展需要制定和实

施上述重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

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改变中恒集团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或建议，信息

披露义务人与中恒集团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

同或者默契。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若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对上市公司董事会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进行调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

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中恒集团控制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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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大变动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对中恒集团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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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对中恒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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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对中恒集团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未来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业务发展和战略需要对中恒集团的业务和

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

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计划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规范治理的相关要求，有利于稳定上市公司的正常经

营活动，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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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影响分析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后，广投集团承诺将按照《公司法》与《证券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

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广投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从事的相关业务与上市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

间产生同业竞争。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关联交易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如在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出明确约定，并依照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充分披露，其

关联交易价格也将严格按照公允原则确定，以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其投资者权

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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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

易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确认，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 24 个

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有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

下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

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任

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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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该部分披露的内容如下：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 个月内不

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中恒集团股票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

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截至

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主要负责人）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中恒集团

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副总经理杨冬野在上述期间买卖中恒集团股票的情形具体如

下： 

买卖日期 变更摘要 变更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2019 年 6 月 11 日 买入 1,000 21,000 

2019 年 6 月 13 日 买入 1,000 22,000 

杨冬野已出具《关于买卖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说明与承

诺》，说明、承诺如下： 

“自查期间，除上述披露的行为外，本人没有其他买卖中恒集团股票的行为。

自查期间，本人亦无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中恒集团股票、从事市场操

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就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本人说明及确认如下： 

1、上述行为系基于本人自主决策的证券投资行为； 

2、上述行为发生时，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况。 

本人对本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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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二）职工监事郑英林在上述期间买卖中恒集团股票的情形具体如

下： 

买卖日期 变更摘要 变更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2019 年 8 月 26 日 卖出 50,000 120,600 

郑英林已出具《关于买卖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说明与承

诺》，说明、承诺如下： 

“自查期间，除上述披露的行为外，本人没有其他买卖中恒集团股票的行为。

自查期间，本人亦无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中恒集团股票、从事市场操

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就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本人说明及确认如下： 

1、上述行为系基于本人自主决策的证券投资行为； 

2、上述行为发生时，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况。 

本人对本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

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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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本次执业过程中是否聘请第三方机构和个

人的说明 

本财务顾问在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

核查并出具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过程中未聘请第三方机构和个人；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在出具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过程中除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需聘请的财务顾问以外未聘请第三方机构和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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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其他重大事项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

《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

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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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和完整，符合《证券法》、《收购办法》、《格式准则第 15 号》和《格

式准则第 16 号》等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的要求，未发现重

大遗漏、虚假及隐瞒情形。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符合《收购办法》的

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

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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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李金海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金海  雍艳萍  黄永丽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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