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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1-017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027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具体内容如下： 

2020 年 7月 31 日，延万华等十一名股东分别与杜玉岱签署了《股份委托管

理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除处置权和收益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委托

给杜玉岱管理，委托管理期限自 2020年 8月 1日起至 2021年 7月 31 日止。2020

年 11 月 4 日，延万华等十一名股东分别与杜玉岱签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之解除协议》，同日，延万华与袁仲雪签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其

持有的公司 1.06 亿股股份除处置权和收益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委托给袁仲

雪管理。 2021 年 1 月 8 日，袁仲雪和延万华又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委

托管理协议>之解除协议》，前次股份委托管理协议解除。此外，前期，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股东多次签署及取消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和一致行动协议，对其控制的

公司权益进行变动安排。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规定，对你公

司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一、请公司核实公司股东间权益安排相关协议的签署及解除情况，是否存在

已签署但未披露的情况，并说明目前公司主要股东持有及控制的股份比例。 

二、请公司及相关股东核实，除已经披露的股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协议及

相关的解除协议之外，股东间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定及潜在安排，可能会导致股

东实际控制的权益与公司披露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三、请公司及相关股东逐条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说明公司股东历次签署相关协议对其持有的公司权益进行安排是否合规，逐一论

述相关股东间的一致行动关系状况、不同期间公司的控制权情况；并结合延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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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与相关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并解除协议的情况，说明本次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解除后延万华与袁仲雪是否确实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依据。 

四、请公司逐一核实前述相关股东所负有的股份锁定承诺和减持限制情况，

明确自协议签署至今是否存在股东增减持公司股份或相关计划，并说明上述股东

未来十二个月内权益变动计划，并说明上述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五、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请公司财

务顾问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收到《工作函》后，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

公司对《工作函》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公司核实公司股东间权益安排相关协议的签署及解除情况，是否存

在已签署但未披露的情况，并说明目前公司主要股东持有及控制的股份比例。 

公司回复： 

经公司向袁仲雪、刘燕华、王建业、宋军、袁嵩、谢小红、周波、周天明、

朱小兵、周如刚、周圣云、杜玉岱、延万华询证，除已披露协议外，上述股东之

间不存在已签署但未披露的情况。 

截至本函回复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仲雪控制的表决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委托/一致行动 

涉及的权益数量（股） 
表决权比例 

1 袁仲雪 216,803,059 8.03% 

2 
瑞元鼎实投资有限公司 

（袁仲雪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瑞元鼎实”） 
25,100,775 0.93% 

3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袁仲雪为执行

事务合伙人，以下简称“煜明投资”） 
77,418,000 2.87% 

4 袁  嵩（袁仲雪之子） 26,977,228 1.00% 

5 杨德华（袁仲雪配偶） 4,007,969 0.15% 

6 杜玉岱（股份委托管理） 111,773,385 4.14% 

7 延万华（股份委托管理） 106,479,842 3.94% 

合计 568,560,258 21.06% 

说明：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因袁仲雪已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通过协议转让、受托管理等方式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及其

子袁嵩不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与袁仲雪和

袁嵩分别签署《限制性股票回购协议》，拟回购注销袁仲雪和袁嵩尚未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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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激励股票合计 42,477,228股。扣除上述即将实施的回购注销股份影响后，

袁仲雪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526,083,030 股，控制比例为 19.81%。 

二、请公司及相关股东核实，除已经披露的股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协议

及相关的解除协议之外，股东间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定及潜在安排，可能会导

致股东实际控制的权益与公司披露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公司回复： 

经公司向袁仲雪、刘燕华、王建业、宋军、袁嵩、谢小红、周波、周天明、

朱小兵、 周如刚、周圣云、杜玉岱、延万华询证，除已经披露的股权委托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及相关的解除协议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利益约定或潜在

安排，不存在可能会导致股东实际控制的权益与公司披露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三、请公司及相关股东逐条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

定，说明公司股东历次签署相关协议对其持有的公司权益进行安排是否合规，

逐一论述相关股东间的一致行动关系状况、不同期间公司的控制权情况；并结

合延万华两度与相关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并解除协议的情况，说明本次股份委

托管理协议解除后延万华与袁仲雪是否确实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依据。  

公司回复： 

（一）公司股东历次签署相关协议对其持有的公司权益进行安排是否合

规，逐一论述相关股东间的一致行动关系状况、不同期间公司的控制权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实际控制人为杜玉岱。2020 年 11

月 23日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杜玉岱变更为袁仲雪。自 2018年至今，公司控制

权变动历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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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实际控

制人 
委托管理/一致行动股东 权益关系 

合计持有 

表决权数量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公告编

号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3

条对应情形 
备注 

1 
2018.8.1至

2019.7.31 

杜玉岱 

延万华、周天明、宋军、周

波、朱小兵等五人 

股份委托

管理 

524,490,99

9 
19.42% 

临

2018-0

55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

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2019年 3月 26日，普元栋盛将

持有的公司 25,100,775股无限

售流通股通过大宗交易转让给瑞

元鼎实 

袁仲雪及其控制的企业青岛

普元栋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普元栋盛”） 

一致行动 

杜玉岱及其控制的企业煜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2 
2019.8.1至

2019.12.30 

延万华、刘燕华、王建业、

宋军、周波、谢小红、周天

明、朱小兵、周如刚等九人 

股份委托

管理 

569,090,99

9 
21.08% 

临

2019-0

52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

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前述协议到期续签，新增刘燕华、

王建业、谢小红、周如刚等四名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委托管理，

杜玉岱控制权比例有所提高 

袁仲雪及其控制的企业瑞元

鼎实 
一致行动 

杜玉岱及其控制的企业煜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3 

2019.12.31

至

2020.7.31 

延万华、刘燕华、王建业、

宋军、周波、谢小红、周天

明、朱小兵、周如刚、袁嵩、

周圣云等十一人 

股份委托

管理 

653,508,22

7 
24.20% 

临

2019-1

09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

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袁嵩、周圣云作为新任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股份进行委托管理，

杜玉岱控制权比例因此进一步提

高 



5 

 

袁仲雪及其控制的企业瑞元

鼎实 
一致行动 

杜玉岱及其控制的企业煜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4 
2020.8.1至

2020.11.3 

延万华、刘燕华、王建业、

宋军、周波、谢小红、周天

明、朱小兵、周如刚、袁嵩、

周圣云等十一人 

股份委托

管理 

652,908,22

7 
24.18% 

临

2020-0

73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

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2019年 12月 27日，周如刚拟减

持不超过 500,000股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参见《高管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2019-105）。

2020年 1月 20日至 2月 27日期

间，周如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 500,000股。杜玉岱控制

权比例由此略有下降 

袁仲雪及其控制的企业瑞元

鼎实 
一致行动 

杜玉岱及其控制的企业煜明

投资 

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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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11.4-

2020.11.22 

由杜玉

岱拟变

更为袁

仲雪 

    

临

2020-0

95 

-- 

2020年 11月 4日：杜玉岱拟将

其持有的公司 145,905,153股股

份协议转让给袁仲雪，并将其剩

余 111,773,385股股份委托给袁

仲雪管理；延万华与袁仲雪签署

《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

其持有的公司 106,479,842 股

股份委托给袁仲雪管理。 

同日，杜玉岱与煜明投资全体合

伙人签署了《退伙协议》；袁仲

雪与煜明投资全体合伙人签署了

《入伙协议》，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袁仲雪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入伙。 

由此，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杜玉岱

变更为袁仲雪 

6 
2020.11.23

至今 
袁仲雪 杜玉岱、延万华 

股份委托

管理 

568,560,25

8 
21.06% 

临

2020-0

94、

095、

098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

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2020年 11月 23日，杜玉岱与袁

仲雪的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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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雪及其控制的企业瑞元

鼎实、煜明投资；袁仲雪一

致行动人杨德华（配偶）、

袁嵩（儿子） 

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 

 

1、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2、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7 

股权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

后 

袁仲雪 

杜玉岱、延万华 
股份委托

管理 

526,083,03

0 
19.81%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

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袁仲雪于 2020年 11月 23日成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及其子

袁嵩不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条

件，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6日与

袁仲雪和袁嵩分别签署《限制性

股票回购协议》，拟回购注销二

人尚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股票

合计 42,477,228股。该项工作预

计 2021年 2月上旬完成 

袁仲雪及其控制的企业瑞元

鼎实、煜明投资；袁仲雪一

致行动人杨德华（配偶）、

袁嵩（儿子） 

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 

1、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2、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8 

假设完成

2020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

后 

袁仲雪 

杜玉岱 
股份委托

管理 

828,574,51

0 
27.04%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

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2021年 1月 8日，袁仲雪和延万

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委

托管理协议> 之解除协议》。约

定自公司完成 2020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起，解除《股份委托

管理协议》 

袁仲雪及其控制的企业瑞元

鼎实、煜明投资；袁仲雪一

致行动人杨德华（配偶）、

袁嵩（儿子） 

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 

1、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2、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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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股东历次签署相关协议对其持有的公司权益进行安排均按要求予以

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形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导致一致行动关系的

情形。 

（二）结合延万华两度与相关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并解除协议的情况，说明

本次股份委托管理协议解除后延万华与袁仲雪是否确实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

依据 

2018 年 7 月 31 日，延万华及周天明、宋军、周波、朱小兵等公司核心管理

层股东共五人与杜玉岱签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共计 120,395,780 股除处置权和收益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委托给杜玉岱管

理，委托期限自 2018 年 8月 1日起至 2019年 7月 31日止。 

上述协议到期后，2019 年 7 月 31 日，延万华及刘燕华、王建业、宋军、周

波、谢小红、周天明、朱小兵、周如刚等公司核心管理层股东共九人与杜玉岱签

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141,995,780 股除处

置权和收益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继续委托给杜玉岱管理，委托期限自 2019年 8

月 1日起至 2020年 7月 31日止。 

2020年 11月 4 日，延万华及袁嵩、刘燕华、王建业、宋军、周波、谢小红、

周天明、朱小兵、周如刚、周圣云等十一名股东分别与杜玉岱签署了《<股份委托

管理协议>之解除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解除《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同日，公司收到股东延万华的通知，延万华与袁仲雪签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约定将其持有的公司 106,479,842 股股份除处置权和收益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

利委托给袁仲雪管理，委托期限自 2020年 11 月 4日起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止。 

2021年 1月 8日，袁仲雪和延万华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委托管理协

议> 之解除协议》。双方约定：自公司完成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起，解除

2020年 11月 4日延万华与袁仲雪签署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前期，延万华将股份委托给杜玉岱管理主要系公司股权相对分散，为更好地

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发展且出于对杜玉岱的认可和信任，故而将股份委托

给杜玉岱管理。后续，延万华与杜玉岱解除委托管理股权关系，并将股权委托给

袁仲雪管理，主要系原实际控制人杜玉岱拟将自身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袁仲雪，

并支持袁仲雪成为新的实际控制人，为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平稳过渡，同时延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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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本人亦看好新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在轮胎行业的管理经验，亦认可袁仲雪成为新

实际控制人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轮胎龙头企业民族品牌，符合其作

为公司股东期望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利益需求，因而将股份委托给袁仲雪管理。 

近期，延万华与袁仲雪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之解除协

议》，主要系赛轮轮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预计袁仲雪的控制权将得到进一

步加强，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已更加稳固，因而延万华与袁仲雪重新约定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独立行使股东权益，股份委托终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经公司与延万华和袁仲雪确认，本次股份委托管理协议解除后，延万华与袁

仲雪之间将不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此外，延万华和袁仲雪均已出具《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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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不存在利益交换或其他利益安排的声明》，声明“在赛轮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转让暨股份委托管理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全

部过程中，本人与袁仲雪先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交换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综上，本次股份委托管理协议解除后，延万华与袁仲雪不再是一致行动人。 

综上，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则规定，及时、全面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请公司逐一核实前述相关股东所负有的股份锁定承诺和减持限制情况，明确

自协议签署至今是否存在股东增减持公司股份或相关计划，并说明上述股东未来

十二个月内权益变动计划，并说明上述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刘燕华、王建业、宋军、袁嵩、周波、谢小红、周天明、朱小兵、周如刚、

周圣云等人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 

相关股东增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信息披露情况 

周如刚 
2020.1.20- 

2020.2.27 
500,000 

2019 年 12 月 27 日，《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编号：2019-105）；2020年 2月 27日，《高管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编号：临 2020-005） 

延万华 
2020.7.20- 

2020.9.9 
7,100,000 

该部分股份全部系其之前从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公司

2020年报将对其持股变动情况进行了信息披露 

经公司向袁仲雪、杜玉岱、延万华、刘燕华、王建业、宋军、袁嵩、周波、

谢小红、周天明、朱小兵、周如刚、周圣云等股东询证，以及根据袁仲雪、杜玉

岱、延万华、刘燕华、王建业、宋军、袁嵩、周波、谢小红、周天明、朱小兵、

周如刚、周圣云等股东所出具的相关承诺函，除因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导致的袁仲

雪、袁嵩（袁仲雪一致行动人）、延万华减持赛轮轮胎股票、袁仲雪及一致行动

人瑞元鼎实认购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的增持赛轮轮胎股票外，杜玉岱及延

万华未来十二个月内无增减持赛轮轮胎股票计划；袁仲雪及一致行动人瑞元鼎实、

煜明投资、杨德华、袁嵩未来十八个月无减持赛轮轮胎股票计划；刘燕华、王建

业、宋军、周波、谢小红、周天明、朱小兵、周如刚、周圣云等股东已承诺自本

回复日至 2021年 8月 1日（此日期为 2020年 7月 31日前述股东与杜玉岱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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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到期日）前，不减持赛轮轮胎股票。 

综上，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及时、全面地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五、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请公司财务顾

问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2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对上海证券

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赛轮轮胎监管工作函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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