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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SH 

 

收购人名称：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天潼路 133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天潼路 133号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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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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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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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上海家化拥有权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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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他方式在上海家化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收购人相关决策机构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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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免于以要约方式实

施本次收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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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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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化集团、收购人 指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家化、上市公司 指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指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指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就本次收购而编写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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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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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顾问 指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A股、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本报告书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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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注册资本：526,826.1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嵩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1625729 

成立日期：1995年5月5日 

营业期限：1995年5月5日至长期 

股东：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日用化学制品及原辅材料、包装容器、香精香料、化妆品用具、清凉油、

腊制品、美发服务、服装及服饰、鞋帽、眼镜及配件、皮革制品、针纺织品、办公用品、

玻璃器具、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钟表、玩具、照相器材,包装装潢技术服务、日用化学

专业设备和自营进出口业务（限外经贸委批准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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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联系电话：021-63242288 

传真：021-63065335 

二、收购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收购人100%股权，平安人寿

持有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国平安持有平安人寿99.51%股份。中国平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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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结构较为分散，无控股股东亦无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股权结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收购人控制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海家化外，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情

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上海家化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实业投资 

2 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日用化工产品销售 

3 Arianna Global Limited 100.00% 实业投资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家化集团经营范围为日用化学制品及原辅材料、包装容器、香精香料、化妆品用具、

清凉油、腊制品、美发服务、服装及服饰、鞋帽、眼镜及配件、皮革制品、针纺织品、办

公用品、玻璃器具、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钟表、玩具、照相器材,包装装潢技术服务、

日用化学专业设备和自营进出口业务（限外经贸委批准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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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家化集团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房屋租赁管理，未开展其他实质经营活动业

务。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合并口径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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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化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28,143.77 1,221,061.78 1,228,033.37 

净资产 807,665.23 752,880.98 704,223.15 

资产负债率 39.19% 38.34% 42.65%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61,267.88 715,309.95 650,279.66 

主营业务收入 759,695.18 713,794.74 648,824.62 

净利润 55,174.55 53,258.92 37,970.38 

净资产收益率 7.07% 7.31% 5.46%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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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家化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高嵩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陈蓉 董事 加拿大 中国 加拿大 

郑丽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毛建鸿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汪海龙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费晓枫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刘敏慧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家化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过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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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平安人寿通过100%控股家化集团控制上海家化48.06%股份（其中家化集团持有上海

家化47.25%股份，家化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家化0.81%股份），

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直接持有上海家化2.62%股

份，中国平安通过持有平安人寿99.51%股份控股平安人寿，本次权益变动系将通过“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直接持有上海家化2.62%股份以大宗

交易方式转让给家化集团，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主要是

为了满足保险业监管要求及便于日常管理。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

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如果收购人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进行前述安排，则届

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20 年 9 月 4 日，家化集团股东平浦投资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家化集团以大宗交

易方式收购平安人寿持有的上海家化 17,567,886 股股份。 

2、根据平安人寿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产管理”）签订的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高利率组合资产委托投资管理合同》的约定，平安

人寿委托平安资产管理作为其保险资产的投资管理人。2020 年 9 月 8 日，平安资产管理

形成会议决议，同意将平安人寿直接持有的 2.62%上海家化股份通过大宗交易转让给家化

集团。 

三、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之情形，“收购人与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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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本次收购。 

四、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

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收购系平安人寿所100%控股的家化集团受让“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所持上海家化2.62%股份，因此本次收购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之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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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完成前后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保定路 527号 

注册资本：67,124.85 万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12月 1日 

法定代表人：潘秋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3349399 

通讯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 99号尚浦商务中心 5幢 

联系电话：021-35907000 

邮政编码：200082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7,124.85 万股 

总股本：67,124.85 万股 

（二）收购人持股情况变化 

1、本次收购完成前 

本次收购完成前，平安人寿通过100%控股家化集团控制上海家化48.06%股份，通过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直接持有上海家化2.62%股份，

中国平安通过持有平安人寿99.51%股份控股平安人寿。本次收购完成前，上海家化的股

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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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收购完成后 

本次权益变动系将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直接

持有上海家化的2.62%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家化集团。本次收购完成后，上海家

化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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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之，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持有的上海家化的17,567,886股股票（占上海家化总股本的2.62%）为

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13 

收购人的声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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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署人：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20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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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