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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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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号——详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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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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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对阎志及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制造

（武汉）有限公司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本核查意见，以

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使相关各方恰当地理解和使用本核查意见，本财务顾问特别声明如下： 

1、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向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陈述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2、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

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报告所做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武汉华中

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有关本次权益变动各方所发布的相

关公告。 

5、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委托或授权

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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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

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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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阎志 指 阎志先生 

卓尔智能 指 卓尔智能制造（武汉）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阎志先生及卓尔智能制造（武汉）有限公司 

华中数控 指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华中数控的股份达到 20%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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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核查意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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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分析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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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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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阎志 

姓名：阎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身份证号：42212519720701**** 

通讯地址：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特 1 号*** 

最近五年内的任职情况： 

除在卓尔智能任职外，最近 5 年内阎志在其他主要企业的任职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任职 

任职的

起止时

间 

与所任职单

位的产权关

系 

核心业务 

武汉市汉商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9 年

3 月 15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零售、会展 

卓尔智联集团

有限公司

（02098.HK） 

中国香

港 

董事会

联席主

席、行

政总裁 

2010 年

12 月 16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投资控股 

卓尔智联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通过下属公司开展仓储

物流、供应链管理、大

宗商品交易平台服务业

务，专业市场建设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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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 

中国通商集团

有限公司

（01719.HK） 

中国香

港 

董事局

主席 

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投资控股。 

卓尔文旅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8 年

7 月 26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对旅游投资、开发及经

营。 

卓尔控股有限

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07 年

9 月 29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对房地产业、商业、工

业、建筑业、网络科技

业、服务业的投资及管

理。 

武汉珞珈校友

企业联盟有限

公司 

武汉市 监事 

2015 年

1 月 12

日至今 

参股公司 

文化艺术咨询服务；受

托资产管理；对实业投

资；会议及展览服务；

金融信息咨询；网游、

动漫设计、推广；预包

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

零兼营。 

卓集送信息科

技（武汉）有

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 

2016 年

12 月 30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物流服务（不含邮政公

司及快递业务）；物流园

区运营；普通货运；货

物运输代理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

术研发；系统集成、设

计、调试及维护。 

湖北珞珈梧桐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武汉市 董事 

2014 年

4 月 23

日至今 

参股公司 

创业投资；对高新技术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不含期货及

证券咨询）；资产管理。 

青年城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7 年

12 月 4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对房地产的投资及管

理、开发，商品房销

售。 

长江青年城发

展（武汉）有

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7 年

12 月 21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

售。 

北京兰亭高创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董事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今 

参股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

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代

理进出口；仓储服务。 

上海塑来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董事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化工及塑料原材料的物

流及供应链业务。 



10 

 

武汉众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 

2017 年

4 月 25

日至今 

参股公司 

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

短期、中期和长期人民

币贷款；办理国内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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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债券；从事

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

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

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的其他业务。 

武汉卓尔航空

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3 年

10 月 23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对航空行业及相关行业

的投资与运营管理，通

用航空器的制造及零部

件的加工。 

新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武汉市 董事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今 

参股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 

上海塑盛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 董事 

2018 年

2 月 7 日

至今 

实际控制人 

电子商务，计算机服

务，商务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 

中珈资本（武

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武汉市 监事 

2018 年

5 月 9 日

至今 

参股公司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

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

务业务；从事非证券类

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

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

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

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

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

务）。 

卓尔航空工业

（武汉）有限

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8 年

3 月 29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航空航天材料、部件、

特种合金及先进材料的

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及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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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兰亭汇

通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 董事 

2016 年

4 月 7 日

至今 

协议控制 

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系

统平台的技术开发与销

售，计算机技术咨询，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纺织品、服装服饰、日

用品、工艺品、珠宝首

饰、文体用品及器材、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的购销（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息

服务业务。 

武汉东方卓尔

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 监事 

2007 年

10 月 10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

售。 

武汉梦想特区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武汉市 董事 

2017 年

8 月 7 日

至今 

实际控制人 
房地产开发和管理、商

品房的销售。 

武汉民营投资

有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8 年

5 月 25

日至今 

参股公司 

对房地产项目的投资；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

售。 

武汉卓尔云市

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长 

2016 年

6 月 7 日

至今 

实际控制人 

投资咨询与服务，商业

信息咨询与服务，物流

管理与服务。 

武汉华锦食品

有限公司 
武汉市 监事 

2007 年

10 月 31

日至今 

不持股 

豆制品销售（许可项目

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

的期限一致）、农产品种

植、农副产品收购及销

售。 

武汉卓尔中心

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市 监事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今 

实际控制人 对房地产业的投资。 

武汉华中药品

交易有限公司 
武汉市 董事 

2015 年

8 月 5 日

至今 

参股公司 

与医药相关的网络技术

平台开发；网络技术研

发及其相关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的研发、设计、

制作、销售（除计算机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系

统集成的设计、调试、

维护及相关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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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卓尔智能 

企业名称：卓尔智能制造（武汉）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小军山社区商业楼 1 楼 107-1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胡舒文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91420100MA4K2TDEX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精密工业自动化装备、智能设备的研发、生产、批零兼营、安装、

调试、维护；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业机器人、柔性生产线、

智能数字化车间、高端装备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大数

据处理、云存储、云计算、云加工；对智能制造行业的投资。（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19-01-16 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阎志持有其 70%的股权，卓尔书店（武汉）有限公司持有其 30%

的股权 

通讯地址：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特 1 号***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介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阎志出资额为 35,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7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与实际控制人阎志之间

的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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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

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

务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阎志先生控制的核心境内外企业及核心业务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核心业务 

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大宗贸易及其他增值服务业务板块 

1 
卓尔智联集团有限公司 

（02098.HK） 
投资控股。 

2 卓尔智联集团有限公司（境内公司） 

通过下属公司开展仓储物流、供应链管

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服务业务，专业市

场建设与运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3 卓尔金服企业管理（武汉）有限公司 
通过下属公司开展商业保理、融资租赁、

资产管理等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 

4 卓尔云商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农产品、水

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木材、石材

的批发兼零售及贸易进出口业务。 

5 卓尔云市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讯系统及软硬件、互联网的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6 上海塑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化工及塑料原材料的物流及供应链业务。 

7 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 
从事农产品（不含粮食）、林产品的批发

和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和供应链服务。 

8 汉口北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市场建设、运营，产业园区建设、运

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业务。 

9 卓尔发展（荆州）有限公司 
专业市场建设、运营，产业园区建设、运

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业务。 

10 卓尔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专业市场建设、运营，产业园区建设、运

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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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核心业务 

港口建设、运营及管理业务板块 

11 
中国通商集团有限公司 

（01719.HK） 
投资控股。 

12 卓尔基业建设（武汉）有限公司 
码头的建设开发管理、货物的装卸搬运、

国际和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13 武汉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 
集装箱码头建设开发及集装箱相关业务、

综合物流业务。 

14 武汉中基通用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通用码头的筹备、策划及项目管理；国际

和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文化旅游业务板块 

15 卓尔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境内公司） 对旅游投资、开发及经营。 

房地产业、商业、工业、建筑业、网络科技业、服务业等业务板块 

16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会展。 

17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业、商业、工业、建筑业、网络

科技业、服务业的投资及管理。 

18 武汉卓尔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

房销售。 

19 湖北卓尔棉业集团有限公司 
对纺织业的投资，棉花、棉纱批发销售，

棉业大宗贸易业务。 

20 武汉卓尔航空投资有限公司 
对航空行业及相关行业的投资与运营管理

，通用航空器的制造及零部件的加工。 

创业投资业务板块 

21 武汉卓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对企业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与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 

（2）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主要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①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主要境外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阎志先生控制的除核心企业以外的其他主要境外

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1 ZHEN AN PROPERTIES LIMITED（Cayman） 投资 

2 CIG PORT HOLDINGS LIMITED（BVI） 投资 

3 中国基建融资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及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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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4 Wuha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BVI） 投资 

5 卓尔基业投资有限公司（BVI） 投资 

6 卓尔发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 

7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BVI） 投资 

8 卓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 

9 卓尔发展（BVI）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 

10 卓尔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 

11 卓尔文旅集团有限公司（BVI） 投资 

12 卓尔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 

13 卓尔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BVI） 投资 

14 卓尔航空集团有限公司（BVI） 投资 

15 卓尔基业集团有限公司（BVI） 投资 

16 卓尔基业（香港）有限公司 投资 

17 卓尔云商（BVI）有限公司 投资 

18 卓尔互联（BVI）有限公司 投资 

19 卓尔云市（香港）有限公司 投资 

20 卓尔跨境电商投资有限公司（BVI） 投资 

21 卓尔云商（香港）有限公司 投资 

22 卓尔互联（香港）有限公司 投资 

23 卓尔智联投资有限公司（BVI） 投资 

24 HSH HONGKONG LIMITED 投资 

②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主要境内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阎志先生控制的除核心企业以外的其他主要境内

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1 
卓时空（武汉）创业管理有

限公司 

众创空间经营管理；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2 
武汉卓尔创新创业服务有限

公司 

众创空间经营管理；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3 青年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的投资及管理、开发，商品房销售。 

4 长江青年城发展（武汉）有 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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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限公司 

5 
青年城创业服务（武汉）有

限公司 

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孵化器经营管理。 

6 
青年城创业投资（武汉）有

限公司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与创

业投资管理咨询。 

7 
卓尔智城投资（武汉）有限

公司 
对房地产项目的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8 
卓链资产管理（武汉）有限

公司 

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9 
小雪冷链（武汉）物流有限

公司 

货物配载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务调查

），农产品销售；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普通

货运，货运代办，仓储服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

品、乳制（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 

10 湖北楚茶有限公司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11 武汉卓尔悦廷酒店有限公司 中餐类制售、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酒店管理。 

12 
武汉卓尔悦居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酒店管理，对酒店行业的投资。 

13 
武汉卓尔悦玺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中餐类制售、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

产品；酒店管理。 

14 
武汉卓尔锦安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酒店管理。 

15 
武汉卓尔农业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农业观光旅游投资、开发及经营；中餐类制售，不

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宠物养

殖。 

16 武汉悦景投资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业、酒店的投资。 

17 
武汉艺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文

学艺术美术咨询服务。 

18 卓尔文旅（罗田）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项目研发；旅游产品、文化体育用品生产

及销售；旅游服务；娱乐服务；酒店经营与管理。 

19 
武汉卓尔万豪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酒店管理（不含餐饮与住宿）。 

20 
长阳卓尔文化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 
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经营。 

21 
卓尔城（天门）投资有限公

司 

酒店的投资和管理；商业物业及住宅的投资和管理

；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管理；商品房销售。 

22 
卓尔赤壁文化旅游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餐饮服务；旅游资源开发及关联产业管

理；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地产开发。 

23 
湖北大别山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酒店管理；餐饮服务；旅游资源开发及关联产业管

理；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地产开发。 

24 赤壁楚茶有限公司 
茶叶种植、加工、仓储、生产、配送、销售；茶产

品进出口贸易。 

25 远安鹿苑黄茶有限公司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26 荆州宾馆有限公司 

住宿、歌舞厅、游泳馆、洗浴、美容美发、商场；

大型餐馆（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

酒店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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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27 武汉汉艺网拍卖有限公司 

受政府及其部门、单位、居民、其它客户的委托，

拍卖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许可的各类有形和无形

商品。 

28 
罗田大天堂寨景区开发有限

公司 

酒店管理；餐饮服务；旅游资源开发及关联产业管

理；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地产开发。 

29 武汉楚窖酒业有限公司 酒类的销售。 

30 
湖北大别山四季生态文旅有

限公司 

酒店管理；餐饮服务；景区公交运营；旅游资源开

发及关联产业管理；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

地产开发。 

31 
武汉木兰国际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 

旅游度假区投资开发，酒店投资及运营管理，旅游

景区管理服务。 

32 
罗田县卓尔九资河小镇开发

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餐饮、住宿服务；景区公交运营；旅游

资源开发及关联产业的管理；旅游景区管理服务；

旅游景观地产开发。 

33 卓尔文旅（恩施）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餐饮服务；旅游资源开发及关联产业管

理；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地产开发。 

34 
武汉黄花涝水岸古镇开发有

限公司 

旅游度假区投资开发，酒店投资及运营管理，旅游

景区管理服务。 

35 
罗田县卓尔凤山栗香小镇开

发有限公司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地产

开发；酒店管理服务。 

36 
罗田县卓尔三里畈小镇开发

有限公司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地产

开发；酒店管理服务。 

37 
罗田县卓尔胜利小镇开发有

限公司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旅游景区地产

开发；酒店管理服务。 

38 卓尔发展（襄阳）有限公司 
企业营销策划、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商业展

示设计、制作；装饰装修。 

39 
卓尔金服信息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与服务，商业信息咨询与服务，物流管理

与服务，商业管理服务。 

40 卓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对工业厂房、仓储、设备及其配套设施的投资管理

；对办公等物业的投资管理；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 

41 众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相关的咨

询；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42 杭州九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43 
嘉实金融信息服务（杭州）

有限公司 
金融信息服务，投资咨询。 

44 众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保付代理及相关咨询业务（非银行融资类）。 

45 卓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 

46 
武汉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对专业市场投资、开发、管理，房地产开发及商品

房销售，货物仓储。 

47 
武汉汉口北商贸市场投资有

限公司 

对专业市场投资、开发、管理，房地产开发及商品

房销售，货物仓储。 

48 
海宁汉口北皮革市场管理顾

问有限公司 

皮革市场管理咨询服务，皮革市场及其他商品市场

管理服务。 

49 海宁卓尔皮革市场管理顾问 皮革市场管理咨询服务；皮革市场及其他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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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有限公司 管理服务。 

50 
武汉汉口北未来城开发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51 
武汉汉口北一号公馆建设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52 
武汉汉口北悦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53 武汉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植，花卉、苗木种植及销售，对农业项目

投资，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54 
武汉汉口北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 
对市场的经营与管理。 

55 武汉汉口北物流有限公司 货物装卸、仓储，不动产租赁。 

56 
武汉汉口北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商品信息咨询，商业管理服务。 

57 
武汉大世界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对房地产、工业项目、农业的投资开发，对工业厂

房建设、汽车市场建设的投资开发，商业市场经营

管理。 

58 
武汉大世界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 
商品信息咨询、商业管理服务。 

59 
武汉汉口北新城建设有限公

司 
市场开发与建设，商品房开发及销售。 

60 汉口北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 
外经贸信息咨询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报关服

务，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 

61 
武汉万国优选进口贸易有限

公司 

进出口业务，外经贸信息咨询服务，物流信息咨询

服务。 

62 
汉川卓贸通进出口服务有限

公司 
代理普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63 武汉汉口北报关有限公司 报关、通关业务咨询；报关、报检代理。 

64 
武汉卓贸通进出口服务有限

公司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65 
卓尔商业管理（武汉）有限

公司 

商业项目定位、商业布局规划、商业经营管理、品

牌管理。 

66 武汉卓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保洁服务，二手房交易，房屋中介服务

。 

67 武汉总部基地建设有限公司 
对工业厂房、办公楼的建设投资、开发及其销售，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68 
武汉卓尔陆港中心投资有限

公司 
对物流园区的投资、开发与运营。 

69 湖北卓华地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70 
湖北湖畔豪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71 
武汉新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72 武汉东方卓尔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73 武汉卓付通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 

74 
武汉汉口北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

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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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

、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

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75 武汉客厅投资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 

76 
武汉众康医疗产业园有限公

司 

医疗产业园的建设、开发；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

售。 

77 
天津卓尔电商城管理有限公

司 
专业市场经营与管理服务。 

78 
天津卓尔城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物业服务；保洁服务；房屋中介服务。 

79 天津卓尔城发展有限公司 
对专业市场投资、开发与管理，房地产开发及商品

房销售，货物仓储。 

80 天津卓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1 天津卓尔物流有限公司 
仓储（危险品除外）；货物装卸；物流园区运营；普

通货运。 

82 
天津大红门客运服务有限公

司 
公路旅客运输、客运站经营。 

83 武汉卓尔悦城投资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84 卓尔（罗田）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商务咨询服务。 

85 卓尔发展（长沙）有限公司 

工业厂房、仓储、设备及配套设施的投资管理，办

公楼等物业的投资管理，房地产的投资管理，房地

产开发及销售。 

86 
长沙卓尔电商城管理有限公

司 
市场经营管理；仓储管理服务。 

87 
武汉卓农汇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货物运输代理、配送、仓储。  

88 荆州卓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服务。 

89 荆州卓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保洁服务、房屋中介服务。 

90 
深圳市前海卓尔互联科技有

限公司 

计算机通讯系统、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的技术研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 

91 
上海卓钢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电子商务。  

92 
武汉卓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93 
武汉卓尔云仓仓储服务有限

公司 

仓储服务、仓储管理、流通加工、配送、货物运营

代理，信息技术开发。 

94 
武汉中金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金属材

料、金属制品的销售。 

95 
中金网供应链（武汉）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96 安徽中金网供应链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服务。 

97 武汉卓尔云市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与服务，商业信息咨询与服务，物流管理

与服务。 

98 
卓尔乐购电商（武汉）有限

公司 

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建设；计算机周边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物流配送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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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卓尔购信息科技（武汉）有

限公司 

网络技术研发，计算机软件硬件的研发、设计、制

作及销售，系统集成的设计、调试、维护及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服务）。 

100 
卓服汇信息科技（武汉）有

限公司 

网络技术研发；信息系统集成；物流信息咨询；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101 武汉卓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讯系统、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的技术研

发、转让、咨询服务，数据库管理，大数据分析及

应用（不含限制项目）。 

102 武汉卓尔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电子

技术服务、投资信息、电子信息服务、基础软件服

务、经济信息、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103 
卓集送信息科技（武汉）有

限公司 

物流服务（不含邮政公司及快递业务）；物流园区运

营；普通货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网络技术研发；系统集成、设计、调试及维

护。 

104 
卓尔智联（武汉）研究院有

限公司 

物联网技术、数控设备、机器人、半导体、电子设

备、仪表仪器（不含计量器具）、智能装备及配件的

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与智能控制系统、

自动化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105 武汉卓尔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106 湖北汉南港实业有限公司 

码头的建设开发；集装箱、其他货物的装卸、搬运

、储存保管、装拆箱、清洗、维修；国际和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 

107 湖北汉南港物流有限公司 
生态工业城建设；对工业、房地产及科技行业的投

资及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普通货物运输。 

108 武汉阳逻港物流有限公司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国际货运代理

，船舶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服务。 

109 
沙洋县国利交通投资有限公

司 

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

集装箱码头建设开发；集装箱的装卸、转运、储存

保管、装拆箱、清洗、维修；其他货物的装卸、转

运、储存保管；保税仓储物流；道路运输；国际和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与集装箱和其他货物装卸运输

有关的业务及货运站的经营。 

110 汉江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商品的运输、配送、仓储、包装、搬运装卸、流通

制作，以及相关的物流信息环节；集装箱的装卸、

转运、储存保管、装拆箱、清洗、维修；其他货物

的装卸、转运、储存保管；保税仓储物流；普通货

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物流园区的经营管理

。 

111 
通商供应链管理（武汉）有

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物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包装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化肥批发；水产品批零

兼营；电子产品、金属矿产品、非金属矿产品（不

含成品油）、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木材批发；汽车

、钢材、初级农产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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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材的销售；经济贸易咨

询；普通货运；货运代办。 

112 
中基通商建设（武汉）有限

公司 

向港口、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

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装饰装修工

程、钢结构工程、管道工程、道路工程施工，电气

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机械设备安装。 

113 
钟祥市中基港口发展有限公

司 

以自有资金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开发和

经营管理；集装箱码头建设开发；集装箱的装卸、

转运、储存保管、装拆箱、清洗、维修；其他货物

的装卸、转运、储存保管；保税仓储物流；道路运

输；国际和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与集装箱和其他货

物装卸运输有关的业务及货运站的经营。 

114 武汉通商绿动科技有限公司 

船舶技术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

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国际贸易代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服务，向液化天然气加气站投资，燃

气供气，供应链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

险品）。 

115 荆门通商内陆港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运营铁路场站、公路场站、配套住宅

；商业、综合配套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国际多式联运

，内陆货运中转站和货物储运、普通货物运输；集

装箱运输；代理报关、报检；供应链管理服务。 

116 
中基通商园林（武汉）有限

公司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117 
中基通商市政工程（武汉）

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装饰装璜工程、道路工程、钢结构工程、地

基基础工程施工。 

118 沙洋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119 
湖北华中棉纺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棉纺原料和产品的现货交易、交收、仓储和产业链

融资，并提供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信息、咨询、培

训等相关服务。 

120 武汉卓尔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及投资项目管理、策划及咨询服

务。 

121 
卓尔宝沃勤武汉物流有限公

司 
货物配载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122 湖北卓尔玉龙纺织有限公司 棉、麻、化纤纺织加工、销售；皮棉收购。 

123 湖北卓尔雪龙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品加工销售；棉花收购加工。 

124 华中棉纺（青岛）有限公司 
棉纺原料和产品的贸易；电子商务；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 

125 
华棉所（太仓）棉纺有限公

司 

网上销售纺织原料及产品，仓储服务，经销棉纺原

料及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软件开发。 

126 上海好棉达贸易有限公司 针纺织品及原料的销售，电子商务；软件开发。 

127 武汉卓芮棉链贸易有限公司 纺织品原料、纺织产品的销售（含网上销售）。 

128 
卓尔投资控股（上海）有限

公司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129 北京卓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互联网信息服务。 

130 卓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运营管理，进出口货物或技术。 

131 武汉卓尔航空城投资有限公 对航空项目的投资、开发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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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32 
卓尔（武汉）飞行俱乐部有

限公司 

航空器代管服务，滑翔机、旋翼航空器、轻型飞机

竞赛活动策划，航空场地租赁服务，航空体育运动

服务。 

133 
武汉卓尔四季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物业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134 武汉客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对文化行业的投资；专

业市场运营管理；计算机、电子专业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  

135 
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 

组织足球比赛；组织文化体育活动；从事体育训练

、辅导；体育场馆经营；体育人员交流服务（转会

）；体育用品批发兼零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 

136 
卓尔航空工业（武汉）有限

公司 

航空航天材料、部件、特种合金及先进材料的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及进出口业务。 

137 
北京卓尔标点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策划。 

138 
卓尔飞机制造（武汉）有限

公司 

飞机零部件及整机研发与制造，飞行模拟机研发及

制造，轻型飞机和飞行模拟机的销售、维修及服务

，进出口货物或技术。 

139 湖北卓尔天龙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品、服饰生产、加工、销售；自营进出口；棉

花收购、加工。 

140 孝感卓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种苗、花卉、苗木的种植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

、初加工和销售，农业、林业、果业和畜牧业的科

技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 

141 武汉卓体农业旅游有限公司 
农业观光旅游、开发及经营；组织文化体育活动，

从事体育训练、辅导，体育场馆经营。 

142 
武汉卓尔无人机制造有限公

司 
无人机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143 
天门市卓尔文旅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物业管理；保洁、家政服务；停车场经营管理。 

144 
众邦卓信投资管理（杭州）

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145 湖北卓尔金龙纺织有限公司 
棉制品、纺织品、服装、纺织辅助材料的制造、加

工、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146 湖北银龙纺织有限公司 

精梳棉纱、麻、化纤纺织加工、销售；皮棉收购；

经营本企业自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原辅材

料的进口业务。 

147 
卓尔（天门）棉花交易中心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棉、麻及纺织原料的交易；仓储及商贸物流；纺织

品及棉、麻交易相关场所、设施的投资、经营。 

148 北京卓尔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施工总承包，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仓储物流服务

，技术服务。 

149 
卓尔联合投资（武汉）有限

公司 

对房地产业、商业、工业、建筑业、网络科技业、

服务业的投资及管理。 

150 湖北大别山禅谷有限公司 
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农业观光旅游；果蔬采

摘；生态农庄服务；餐饮、住宿服务。 

151 汉尚传媒有限公司 影视制作；电影发行；对影视业、传媒业项目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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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关活动组织策划。 

152 武汉之恋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影视制作；电影发行；对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资；公

关活动组织策划。 

153 正安实业（武汉）有限公司 

投资修建星级酒店，商品房销售、租赁；房地产咨

询及业经营管理；承接建筑及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

计与施工。 

154 众邦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电子

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 

155 武汉卓尔中心投资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业的投资。 

156 
卓尔商贸发展（孝感）有限

公司 

桃花驿小镇项目的旅游开发、房地产开发、商品房

销售；住宿、餐饮服务；农业观光旅游；公共设施

管理。 

157 
悦驿（孝感）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种苗、花卉、苗木的种植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

、初加工和销售；农业、林业、果业和畜牧业的科

持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 

158 
卓尔小镇（孝感）景区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旅游项目开发；景区管理服务；景区内旅游客运服

务；景区内导游服务；景区游览服务。 

159 
卓尔小镇（孝感）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停车场管理；公关活

动策划。 

160 卓尔发展（孝感）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进行投资。 

161 
上海塑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供应链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打包服

务，从事化工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塑料制品，化工原料及产

品、橡胶制品，橡胶助剂，燃料油，石油制品销售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162 
苏州塑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供应链管理服务；从事塑料及化工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销塑料原

料及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橡胶原料及制品、燃

料油；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163 
苏州塑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供应链管理服务；从事塑料及化工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销塑料原

料及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橡胶原料及制品、燃

料油；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164 常州塑来贸易有限公司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塑料制品的销售及网上贸

易代理。 

165 嘉善塑来贸易有限公司 

批发:塑料制品、化工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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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运代理服务；一般货物的仓储服务；进出口业务

；从事塑料及化工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166 浙江嘉塑盛贸易有限公司 
塑料、化工原料的批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167 武汉卓易通达石化有限公司 

危化品（煤焦沥青、航空煤油、汽油、柴油、煤油

）的票面经营（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闪点

高于60℃的燃料油（含生物柴油）、润滑油的批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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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石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石油运输行业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

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168 上海塑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计算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 

169 
常州常塑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 

170 
上海商晟通云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从事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电子商务。 

171 
深圳市智蜂物流科技有限公

司 

物流信息技术及物流软件的开发及相关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货运代理，货物配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

务。 

172 
中农易联（武汉）供应链有

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173 沐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及服务；软件技术信

息咨询；软件开发及销售；国内贸易；供应链管理

及相关配套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

询；仓储服务；物流方案设计；货运服务及代理；

装卸、搬运服务。 

174 广西康宸世糖贸易有限公司 国内贸易；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175 
深圳市昆商易糖供应链有限

公司 
国内贸易；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176 
广西糖网食糖批发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商品网上交易平台服务；网上交易市场开发经

营，投资管理；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货物运输

代理；装卸服务。 

177 
西安中农大唐供应链有限公

司 

农产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

代理、国内货运代理。 

178 
深圳市中农易鲜供应链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国际、国内货运代理。 

179 
深圳中农易贸供应链有限公

司 

供应链服务；农产品的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国

内贸易。 

180 
广西中农易板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销售:农副土特产品，原木、单板、胶合板；供应链

管理服务；仓储服务。 

181 
深圳市中农易果供应链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初级农产品的销售与仓储物流服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 

182 
深圳依谷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网上销售初级农副产品。 

183 
广西大宗茧丝交易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 

组织茧丝绸、酒精原料、纸浆、松香、有色金属、

橡胶、钢材、棕榈油、化纤等工业原料购销订货交

易，提供市场交易信息、咨询、中介、代购、代销

、代储。 

184 河池市中农茧丝绸有限公司 

鲜茧（蚕茧）收购、销售；丝绵、蚕丝绸、蚕蛹、

绸缎、畜禽产品、农产品、纺织机、针纺织及原料

、茧丝绸副品购销及进出口贸易；仓储服务；普通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d4521c962269622e286322e6587d2b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d4521c962269622e286322e6587d2b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33be38af1938eee642d58efd8c736a6.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33be38af1938eee642d58efd8c736a6.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e3054d5af8912dca2e5e2e497f5a62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e3054d5af8912dca2e5e2e497f5a62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98e0a34dda02d277dce3123496f8f16.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98e0a34dda02d277dce3123496f8f16.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c651141978cd0a1e17030edaeab5ee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c651141978cd0a1e17030edaeab5ee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0fc6ad14424aa54d5cd266db15fd38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0fc6ad14424aa54d5cd266db15fd38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1d40dd0e30424a948d3779be65fed1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1d40dd0e30424a948d3779be65fed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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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货物运输代理；茧丝绸供应链服务及相关业

务的咨询。 

185 
深圳市中农茧丝绸供应链有

限公司 

茧丝绸、蚕蛹、绸缎、纺织品、服装服饰及茧丝绸

副品购销及进出口贸易；货物运输代理；茧丝绸供

应链服务及相关业务的咨询；仓储服务；普通货运

。 

186 
深圳市农产品配送中心有限

公司 

国内贸易农产品批发及配送；国内货运代理、装卸

服务、仓储服务。 

187 
深圳市中农易讯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农业科技及农产品信息咨询服务；数据库及计算机

网络服务，网络技术开发，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188 
武汉卓尔创新工场创业服务

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经营管理；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 

189 上海卓仓汇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仓储（除危险品）、装卸服务。 

190 
云南鲲鹏农产品电子商务批

发市场有限公司 

向市场提供有关商品的信息咨询服务；仓储、物流

服务；供应链管理及服务。 

191 
深圳前海中农易安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从事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从事与商业保理相

关的咨询业务。  

192 广西品糖贸易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193 广西糖网物流有限公司 
国内货运代理；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仓储服务（除

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 

194 
武汉梦想特区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和管理、商品房的销售。 

195 恩施卓尔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民航设计、施工;机场设备出租及销售;仓储服务(粮

食、粮油、食用油及危化品除外);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的销售;航空服务。 

196 
卓尔机场(乌兰浩特)有限公

司 

民航设计、施工;机场设备出租及销售;仓储服务(粮

食、粮油、食用油及危化品除外);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的销售;航空服务。 

197 
卓尔领航者飞行俱乐部(恩施

)有限公司 

国内赛事策划、组织服务,机场候机厅管理服务,航空

器停场服务,停机坪管理活动,航空场服务,展览服务,

航空运动器材的研发。 

198 上海钢途贸易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金属制品、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

机电设备、石油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的

销售,计算机科技、信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商务。 

199 
武汉卓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等

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货运代理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务调查);食品经

营;工程招标代理。 

200 
天津卓尔天雅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 

市场管理服务;仓储服务;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 

201 
武汉汉口北悦城实业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物业

管理;商业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202 
卓尔生态农业发展(武汉)有

限公司 

农业信息咨询、农业科技、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研发、技术推广应用、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农业项

目的投资开发;观光农业开发相关的农业旅游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95a4ce53864b64c07650561ee82de9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95a4ce53864b64c07650561ee82de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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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卓尔文旅(咸丰)有限公司 

旅游项目开发与经营、酒店经营、酒店管理、餐饮

管理、停车场服务,对房地产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

发及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

、剧场(院)管理、公路旅客运输、入境旅游、国内

旅游、出境旅游、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开发及经营,翻

译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代订酒店、代理签证服务

、会务服务。 

204 湖北安捷公交有限公司 

景区公交运营;景区索道运营;景区电梯运营;旅游客

运;城市出租车运营;汽车修理与维护;汽配物资销售(

不含危险物品);汽车技术服务。 

205 
湖北卓尔团陂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开发;旅游景点开发;旅游景点管理;房地产

开发;地热资源开发。 

206 
罗田县卓尔文旅小镇商业运

营有限公司 

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服务;会议与展览服务;酒店

管理;酒店、民宿、餐饮服务;景区公交运营。 

207 
黄冈市新茂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物业管理服务;房屋租赁;保洁、清洁服务;酒店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不外含金融、投资类);餐饮服务

；产品批发兼零售。 

208 
卓尔赤壁羊楼洞古镇发展有

限公司 

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的组织;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影院管理;教育

管理;商业管理;酒店管理;展览馆;美术馆;营业性文艺

表演;游乐园;水上旅游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

开发经营;城镇化建设;商业活动的组织。 

209 
卓尔通商环境科技(武汉)有

限公司 

石油、天然气生产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再生资源回收;有色金属资源及再生能源开发;环保产

品开发;;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 

210 上海辉易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网络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商务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11 甘肃农益食品有限公司 

农产品、水果、蔬菜的加工、生产、销售、运输、

储藏;预包装食品、蔬菜制品销售;一般货物进出口业

务。 

212 云南孰湖贸易有限公司 

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互联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

发、应用、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装卸搬运;通用仓储;普通货运;供应链管

理。 

213 
深圳市有品有料科技有限公

司 

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摄影服务;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供

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初级农产品

、日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基制品除外);电子产品的

销售;为餐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

(不含限制项目)。  

214 
武汉卓尔足球小镇产业有限

公司 

体育赛事组织(不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场馆管

理;体育健身活动策划;游艺娱乐设备及体育设备出租

;体育用品及器材销售;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物业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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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武汉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项目的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

管理;经济贸易咨询;酒店管理(不含餐饮服务与住宿);

物流信息咨询;文化创意服务;玩具、百货、电子产品

、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办公用品、体育

用品、服装批发兼零售;自有房屋租赁;会议会展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6 
武汉长江之门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对房地产项目的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

管理;经济贸易咨询;酒店管理(不含餐饮服务及住宿);

物流信息咨询;文化创意服务;玩具、百货、电子产品

、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办公用品、体育

用品、服装批发兼零售;自有房屋租赁;会议会展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7 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人民币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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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

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 

218 
长阳卓尔机场建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对机场的投资及建设;机场工程服务、管理;机场设备

出租及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机械设备、五

金交电销售。 

219 
卓尔领航者飞行俱乐部(长阳

)有限公司 

航空器代管服务;滑翔机、旋翼航空器、轻型飞机竞

赛活动策划;航空场地服务;航空体育运动服务;展览

服务;航空运动器材研究和改进。 

220 上海卓钢链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计算机、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金属材料及制品、

建材、五金交电、机电设备、矿产品、焦炭、电子

产品、燃料油、化工产品及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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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商务咨询,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会务服务。 

221 江苏华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软件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数

据处理;社会经济咨询;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222 
赛特(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服装服饰、箱包、珠宝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日用品、百货、家具、玩具、办公用品、化

工产品及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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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妆品、节能产品、环保材料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会展会务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科技、计算机信息技

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

运代理,仓储(除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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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223 
武汉乡亲乡爱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品牌策划、设计;广告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日

用百货、工艺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预包装食品、

农产品销售。 

224 卓尔华商(武汉)有限公司 

家用电器、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纺织品、服装鞋

帽、体育用品零售兼批发;仓储(不含化学危险品);自

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

禁止的除外);自有场地出租;停车场服务;会展服务;餐

饮服务;游乐设备的研发、销售、维修及租赁;专业艺

术的组织策划服务;网络技术服务。 

225 
湖北浩航通商国际船舶代理

有限公司 

国际船舶代理;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

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

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检、保险、相关

的运输咨询业务。 

226 
卓尔九融(武汉)科技有限公

司 

计算机软件、互联网技术及应用产品、机电一体化

产品开发、销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227 新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228 青年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的投资及管理、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商业会展服务,对会展、酒店、商贸、物流、文化创

意行业的咨询和信息管理,玩具、百货、电子产品、

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办公用品、体育用

品、服装批发兼零售。 

229 武汉华中药品交易有限公司 

与医药相关的网络技术平台开发;网络技术研发及其

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

设计、制作、销售(除计算机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系

统集成的设计、调试、维护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0 
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

限公司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

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

;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

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31 
武汉云汇和邦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

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32 
武汉珞珈校友企业联盟有限

公司 

文化艺术咨询服务;受托资产管理;对实业投资;会议

及展览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网游、动漫设计、推广;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零兼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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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浙江舟山市塑盛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煤焦沥青、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的批发无仓

储(凭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润滑

油、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炮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制

品的销售;石油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石油

运输行业信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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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234 
云南国际食糖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食糖经营,向市场提供与经营相关的仓储、物流、信

息咨询等相关配套服务。 

235 广州昆商商贸有限公司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

。 

236 广西和众理货有限公司 
港口理货服务(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装

卸搬运服务;理货信息咨询。 

237 
中农微倍供应链(上海)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食品、食

用农产品、橡胶原料及制品、纸浆、化肥、煤炭及

制品、饲料、金属制品、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及产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

报关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38 
中农微倍供应链(天津)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服务;食品销售;初级农产品、苗木花卉、

橡胶原料及制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纺织原料及产

品、食品添加剂、化工原料及产品;国内货运代理;仓

储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报关;自营和代理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239 
中农微倍供应链管理南通有

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预包装食品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食用农产品、橡胶原料及制品、纸浆、化肥

、煤炭及制品、饲料、金属制品、金属材料、贵金

属、纺织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240 
合肥国家棉花交易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从事棉花的购销和网上销售,提供棉花及相关产品市

场交易信息及投资咨询、代购代销、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纱、布及其他纺织品销售。 

2、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

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的对外投资仅为持有武

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 15.00%股份，尚未开展其他业务。武汉华中数控股

份有限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代码为 300161，简称“华中数

控”，其经营范围为：数控系统、机器人、智能生产线、新能源汽车设计和配套

产品、机电一体化、电子、计算机、激光、通信、工业软件、红外等技术及产品

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教育及培训；开发产品的销售；机械及静电喷塑加工;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阎志，阎志所控制的核

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见本节“1、信息披露义务人阎

志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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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及其一致行动人下属资产规模较大，具备进行

本次增持股份相应的资产实力。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一）卓尔智能财务信息 

卓尔智能成立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自设立以来卓尔智能的对外投资仅为武

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其他实际经营业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卓尔智能成立不足一年，暂无最近三年财务信息。 

（二）卓尔智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财务信息 

卓尔智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阎志，阎志控制的下属企业情

况具体见本节之“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的核查”之“（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

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罚及诉讼、仲裁事项 

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设立未满三年，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阎志最近三年诚信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相关主体出具

的承诺及说明、提供的征信报告，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询系统、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中国裁判文书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等。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和卓尔智能在最近五年内未受

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卓尔智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阎志 董事长 42212519720701**** 中国 中国 无 

胡舒文 董事兼总经理 42012419820128**** 中国 中国 无 

田旭东 董事 42213019700628****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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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 监事 42213019600820****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

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持有华中数控超过 5%以上股份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持有、控制的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简称及代码 上市交易所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汉商集团 

600774 
上海证券交易所 39.50% 

直接与间

接持股 

卓尔智联集团有限

公司 

卓尔智联 

02098.HK 

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57.17% 

直接与间

接持股 

中国通商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通商集团 

01719.HK 

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74.81% 间接持股 

LightInTheBox 

Holding Co.,Ltd. 

兰亭集势 

NYSE:LITB 
纽约证券交易所 41.04% 间接持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持有华中数控超过 5%以上股份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卓尔智能并未持有、控制任何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

份。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先生控制的卓尔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武汉众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人民币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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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先生控制的卓尔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3.53%的股份，为第二大股东。正隆

（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为投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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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

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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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拥有多家上市公司股

权，熟知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具备上市公司规范运营及运作相应的管理能力。 

七、卓尔智能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情

况说明 

经核查，卓尔智能成立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阎志，未发生过变更。 

八、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阎志已经授权卓尔智能以共同名

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相关文件，并在信息披露

文件上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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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批准程序核查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内容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连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核心原因是积极参与新一轮国资

国企改革，并看好上市公司所在的智能制造行业未来发展前景，认可上市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及长期投资价值。 

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意向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将积极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友好协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问题。在未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否取得实际控制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照上市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提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候

选人，积极探索国企混改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市场竞争能力，增强上市

公司盈利能力，提高上市公司市场价值。 

如经各级主管部门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认可，则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执行

《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积极履行并推

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各项审批程序，并依法合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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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

划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未来 12 个月内无减持计划，并计划

在未来 12 个月内，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业务发展情况、资本市场整体趋势的

合理判断以及资金安排等因素，适时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0%-9.99%股

份。但上述增持计划受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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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的核查 

2019 年 6 月 24 日，卓尔智能的股东做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决定。基于上述

决定，卓尔智能于 2019 年 7 月 4 日至 2019 年 7 月 11 日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实施增持华中数控股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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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方式如下： 

“2019 年 7 月 4 日至 2019 年 7 月 11 日，阎志及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制造

（武汉）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分别增持了华中数控股票，

其中阎志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2,998,55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356%；卓尔

智能制造（武汉）有限公司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5,639,70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3.2644%。 

本次增持前，阎志持有上市公司 5,63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2644%；

卓尔智能制造（武汉）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20,275,0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11.7356%；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5,914,7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0000%。 

本次增持后，阎志持有上市公司 8,638,2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000%；

卓尔智能制造（武汉）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25,914,7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15.0000%；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4,553,0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0000%。”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无重大违法违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华中数控股份质押情况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均

为无限售流通股，不涉及股份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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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资金来源的情况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声明，信息披露义务

人权益变动资金来源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华中数控股份的资金来源于账户自有资金，该等

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出资等情况，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

的安排，亦未采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

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本次增持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以现金支付。” 

经核查并经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股

份的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不存在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

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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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声明，其后续计划具

体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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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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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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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华中数控

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华中数

控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拟对华中数控进行业务

整合，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履行股东职责，公平对待所有股东，保障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

利益。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计划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设置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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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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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其他对上市

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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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关于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及

是否在权益变动价款之外还作出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所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均为流通 A股，不

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了关于本次权

益变动不存在收购价款之外的其他补偿安排的承诺。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需要承担

其他附加义务的情形，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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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已对收购过渡期间保持

上市公司稳定经营作出安排，及该安排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的核

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未对上市公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行使股东权利，促进上市公司良

好发展。



第九节 关于对上市公司影响分析的核查 

一、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与上市公

司之间保持人员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资产完整，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

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为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信息披露

义务人分别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函》。就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

运作承诺如下： 

“（一）关于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不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如有，不包含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下同）担任除董事以外

的职务，且不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领取薪酬。 

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如有）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上市公司的人事关系、劳动关系、薪酬管理体系独立于本承诺人。 

4、保证本承诺人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

行。 

（二）关于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

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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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5、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三）关于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

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华中数控《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

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4、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地运作，本承诺人不会超越股东大会

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四）关于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2、保证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

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3、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

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五）关于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不依赖本承诺人。 

2、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量避免或减少上市公司与本承诺人及本

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之间发生关联交易；杜绝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的行为；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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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华中数控《公司章程》的规定等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承诺人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

任何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

资产、业务方面的独立性；保证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保持独立。 

上述承诺于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且上市公司保持上市地

位期间持续有效。”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中数控之间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中数控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避免和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书面承诺如

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严格按

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

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公司/本人承诺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下的企业杜绝一切非法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向本公司/本人及本

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 

3、若本公司/本人及关联方未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必要关联交易，本公司/本人

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依法履行合法程序，

按照华中数控《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从制度上保证华中数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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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华中数控广大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的情况说明 

华中数控从事的业务主要包括机器人、数控系统与机床等。信息披露义务人

阎志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要从事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为客户提供交易平台及物

业、物流、仓储、金融、数据等服务链，并由此形成五大业务板块，即：物流及

供应链管理、大宗贸易及其他增值服务业务板块；港口建设、运营及管理业务板

块；文化旅游业务板块；房地产业、商业、工业、建筑业、网络科技业、服务业

等业务板块；创业投资业务板块。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阎志下属控制的企业中，卓尔智能、卓尔智联（武汉）

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卓尔九融（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在机器人、数控设备、机电一

体化等方面存在一定重合，但上述三家企业成立时间均未满一年，截至目前尚未

实际开展业务经营；除此之外，阎志及其下属控制的企业未经营与上市公司现从

事的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阎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已出具承诺，其

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构成实际性竞争的业务。故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及其下属控制的包括卓尔智能

在内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二）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从根本上避免与华中数控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其

及其控制下的其他企业： 

“1、目前本公司/本人及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经营与上市公司现从

事的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2、本公司/本人及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

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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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竞争的，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控制的公司将以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将相竞争的业务和资产转

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将相竞争的业务和资产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转让与上市公司等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尚不具备条

件转让与上市公司，则承诺将相关业务和资产委托给上市公司管理，待条件成熟

后再转让与上市公司。 

4、若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将由本公司

/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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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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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不存在与下列当事人发生的以下重

大交易的情形： 

1、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

被收购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的具体情况（前述

交易按累计金额计算）； 

2、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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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

任何类似安排； 

4、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根据查询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未发现现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清偿上市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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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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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在本报告书签署日之前的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买卖华中数控股份的详细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日期 
买入数量

（股） 
增持比例 

买入均价 

（元/股） 

阎志 

集中竞价 2019.1.16 323,900 0.1875% 11.18 

集中竞价 2019.1.17 593,200 0.3434% 11.08 

集中竞价 2019.1.18 585,000 0.3386% 10.98 

集中竞价 2019.1.21 151,700 0.0878% 11.07 

集中竞价 2019.1.22 27,000 0.0156% 10.90 

集中竞价 2019.1.23 485,100 0.2808% 10.98 

集中竞价 2019.1.24 513,200 0.2970% 11.16 

集中竞价 2019.1.25 469,600 0.2718% 11.23 

集中竞价 2019.1.28 435,200 0.2519% 11.29 

集中竞价 2019.1.29 504,600 0.2921% 11.03 

集中竞价 2019.1.30 301,300 0.1744% 11.18 

集中竞价 2019.1.31 1,700 0.0010% 10.74 

集中竞价 2019.2.1 829,100 0.4799% 11.16 

集中竞价 2019.2.25 346,500 0.2006% 13.21 

集中竞价 2019.3.28 72,600 0.0420% 14.00 

集中竞价 2019.7.4 190,100 0.1100% 14.67 

集中竞价 2019.7.5 819,250 0.4742% 14.88 

集中竞价 2019.7.8 718,408 0.4158% 14.63 

集中竞价 2019.7.9 759,800 0.4398% 15.12 

集中竞价 2019.7.10 493,700 0.2858% 16.48 

集中竞价 2019.7.11 17,300 0.0100% 16.65 

合计 / 8,638,258 5.0000% / 

卓尔智能制

造（武汉）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19.3.1 389,600 0.2255% 13.41 

集中竞价 2019.3.4 961,637 0.5566% 13.73 

集中竞价 2019.3.26 709,400 0.4106% 14.90 

集中竞价 2019.3.27 567,300 0.3284% 14.79 

集中竞价 2019.3.28 238,100 0.1378% 14.10 

集中竞价 2019.4.3 132,500 0.0767% 14.92 

集中竞价 2019.4.10 594,400 0.3441% 14.93 

集中竞价 2019.4.19 686,900 0.3976%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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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竞价 2019.4.22 1,841,100 1.0657% 15.91 

集中竞价 2019.4.24 446,500 0.2584% 15.74 

集中竞价 2019.4.25 548,500 0.3175% 15.67 

集中竞价 2019.4.26 524,400 0.3035% 15.40 

集中竞价 2019.5.16 2,326,200 1.3464% 14.15 

集中竞价 2019.5.17 1,670,252 0.9668% 14.76 

集中竞价 2019.5.22 1,574,300 0.9112% 15.26 

集中竞价 2019.5.23 915,100 0.5297% 15.12 

集中竞价 2019.5.24 338,200 0.1958% 15.56 

集中竞价 2019.5.27 209,400 0.1212% 15.72 

集中竞价 2019.5.28 272,700 0.1578% 15.86 

集中竞价 2019.6.19 860,800 0.4982% 13.94 

集中竞价 2019.6.20 2,101,400 1.2163% 14.28 

集中竞价 2019.6.21 2,366,402 1.3697% 15.36 

集中竞价 2019.7.9 1,939,400 1.1226% 15.47 

集中竞价 2019.7.10 1,199,301 0.6942% 16.32 

集中竞价 2019.7.11 2,501,000 1.4476% 16.96 

合计 / 25,914,792 15.0000%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

员的直系亲属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之前的六个月内，除卓尔智能董事长阎志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增持华中数控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卓尔智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买卖华中数控

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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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的核查 

一、卓尔智能财务信息 

卓尔智能成立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自设立以来卓尔智能的对外投资仅为武

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其他实际经营业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卓尔智能成立不足一年，暂无最近三年财务信息。 

二、卓尔智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财务信息 

卓尔智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阎志，阎志控制的下属企业情

况具体见“第二节 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之“二、对信息披露

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的核查”之“（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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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其他重大事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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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按

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提供相关文件。 

最近一年内，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阎志及卓尔智能部分董事、高管

进行过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本财务顾问后续将继续安排对信息披露义务人

进行相关辅导，以保证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督促其依法履行报告、公告

和其他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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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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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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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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代表）：                  

 余磊 

 

财务顾问主办人：                                              

 孙健 王彦忠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