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
2022 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财务顾问”）接受委
托，担任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物流集团”、“收购人”）豁免要
约收购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股份”、“上市公司”）的财务顾
问，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从中储股份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
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
2022 年 4 月 28 日，中储股份披露了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结合上述 2022 年
第一季度报告及日常沟通，中金公司出具了 2022 年第一季度（从 202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以下简称“本
意见”）。本意见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等由收购人与中储股份提供，收购人与
中储股份保证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及连带责任。本财务顾问对所
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免于发出要约收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政府或
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可以免于发出要
约。
2021 年 11 月 29 日，经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同意中国铁路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物集团”）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诚通集团”）物流板块实施专业化整合，由中国铁物集团更名为中国物
流集团，中国物流集团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将中国诚通集
团及其所属企业持有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集团”）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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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5.79%股份、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0%
股权、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整体无偿划入中国物流集团。
本次收购系中国诚通集团将中储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收购人，属于前述专
业化整合的其中一环。通过本次收购，收购人将直接持有中储集团 100%的股权，并
通过中储集团间接控制中储股份 45.74%的股份。
综上，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之情形，收购人可
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1、2021 年 3 月 19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
性公告》；
2、2021 年 11 月 30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获得批准的公告》；
3、2021 年 12 月 3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收购报告书摘要》及《关于收购报告
书摘要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4、2021 年 12 月 4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
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5、2021 年 12 月 8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
告》；
6、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物流板
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7、2022 年 1 月 1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收购报告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之法
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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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2 年 1 月 15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结构变更暨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9、2022 年 2 月 8 日，中储股份公告了《关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变更暨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
（三）本次收购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22 年 1 月 15 日，中储股份发布公告，中储股份接到控股股东中储集团通知，
中储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后，中国
物流集团通过中储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006,185,716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74%。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中储集团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已完成，收购人、上市公司已根据规定就本次收购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各方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国物流集团对保持中储股份独
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等作出了相关承诺。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三、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自上市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以来，中国物流集团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况如下：
（一）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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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重大调整而形成明确具体的
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在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进行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重大的资产、负债处置或者其他重大重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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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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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合资或合作或上市
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形成明确具体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在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进行
重大的资产、负债处置或者其他重大重组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对上市公司现
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具体计划或建议。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变更，未
发现收购人提议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变更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召开八届五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9,484,688 股股份后注册
资本相应变更，同时，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
进行如下修订：
原条款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99,801,033 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99,801,033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2,199,801,033 股。
第九十一条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
会公众选择董事、监事的权利，在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的过程
中，应充分反映社会公众股东的意
见，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累积投
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
与拟选出的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
中使用。

修订后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90,316,345 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90,316,345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2,190,316,345 股。
第九十一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
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应当实行累
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
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
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
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
集中使用。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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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司章程条款修改主要是上市公司由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导致的股份
总数及注册资本变化，不属于中国物流集团主动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条款进行的修
改。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对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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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收购人提议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出
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税后利润
705,126,313.23 元(母公司)，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600,759,904.30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
的利润为 4,305,886,217.53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
司本年度所实现净利润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70,512,631.32 元，提取 25%的任
意盈余公积金 176,281,578.31 元，已派发 2020 年度现金红利 173,034,993.34 元，本
年度可供投资者实际分配的利润为 3,886,057,014.56 元。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1 元（含税）。截至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之日，公
司总股本 2,199,801,033 股，扣除公司拟注销股份 9,484,688 股后应分配股数为
2,190,316,345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52,640,931.55 元（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951,420.32 元的 40.03%。
上述事项是上市公司为积极回报投资者，保障投资者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引
导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和长期投资理念而做出的调整，不属于中国物流集团
主动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收购人存在提议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进
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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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其他对上市公
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收购人存在提议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
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
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
未发现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中国物流集团依法行使对
中储股份的股东权利，中国物流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中储股份违规提供担保
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他
约定义务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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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之 2022 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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