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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367        证券简称：广州期货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

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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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恕慧 

设立日期 1992 年 12月 24日 

注册资本 275,288.475400 万元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 6301房自

编 B单元 

邮编 510623 

所属行业 资本市场服务 

主要业务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817725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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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9年 3月 4日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4月 2日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受让广州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 99.03%股份的议

案》，同意根据重组整体方案，

受让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证券”）所

持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期货”）99.03%

股份。 

 

公司名称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恕慧 

设立日期 1992 年 11月 24日 

注册资本 746,670.490800 万元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南沙城

投大厦 1002房 

邮编 511458 

所属行业 资本市场服务 

主要业务 
创业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

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79672H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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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于 2019年 3月 4日召开

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广州

证券转让广州期货 99.03%股

权的议案》。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广州越秀金融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广州越秀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资产关系 无   

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存在重合。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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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550,000,000

股，占比

10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550,000,000 股，占比 1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5,335,000股，

占比 0.9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0,000,000 股，占比 1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550,000,000

股，占比

100% 

直接持股 544,665,000 股，占比 99.03% 

间接持股 5,335,000 股，占比 0.97%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5,335,000股，

占比 0.9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0,000,000 股，占比 1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法人或其他

经济组织填写） 

有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3月 4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9

年 4月 2日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受让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99.03%

股份的议案》，同意根据重组整体方案，受让

广州证券所持广州期货 99.03%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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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通过做市转让           □投资关系或协议方式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2017 年 1 月 4 日，广州期货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权益变动发生日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广州

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

让方式，增持挂牌公司 544,665,000 股，直接拥有权益

比例从 0%拟变为 99.03%。 

 

（二）权益变动目的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州证券 100%股份的

交易方案，上述交易以广州证券对其自身持有的广州期货 99.03%股权以及金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01%股权进行剥离为前提。 

因此，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证券签署了《广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协议》”)，广州证券拟将其持有的广州期

货 544,665,000 股的股份（占广州期货总股本的 99.03%）转让给广州越秀金融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 

批准部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baidu.com/link?url=W70JdNUHMCdv8BIDq_oJOiArknC3HTJHm4a-SET2DrB6s2zolQnVjcF8R6C5fg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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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程序 
期货公司变更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的行政

审批 

批准程序进展 

广州期货于 2019年 11 月 21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州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292 号）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广州证券拟持有的广州期货

544,665,000 股股份，占股权比例为 99.03%。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转让

的价款为 101,641.80 万元。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的情形 

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的调查情况 

本次拟进行的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变化，但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调查结果：收购人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定，具备收购主体资格、诚信情况良好、收

购意图符合其业务范围。 

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不适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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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及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五）《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