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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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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与

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

定编写。 

二、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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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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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一致

行动人在龙泉股份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龙泉股份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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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颁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

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

价基准日、发行规模上限、股份锁定期等进行了调整。经龙泉股份与建华建材双

方协商，决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后的方案尚需

获得龙泉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收购是

因收购人建华建材认购龙泉股份向其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龙泉股份的表决权超过 30%，触发其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

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

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投资者可以免于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向证券

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及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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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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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报告书摘要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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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龙泉股份、上市公司、公

司 
指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华建材、收购人 指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刘长杰、王

维华 

汤始投资 指 汤始投资有限公司 

建华管桩 指 建华管桩集团有限公司 

建华咨询 指 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隆科技 指 江苏建隆科技有限公司 

新科国际 指 新科国际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 

本次收购 指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认购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94,488,394 股的行为 

《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

购协议》 
指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

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签署的《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与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

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 指 

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刘长杰于 2018 年 9 月 5 日

签署的《刘长杰与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山东

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一）》 指 

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刘长杰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署的《刘长杰与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山

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二）》 指 
王维华与刘长杰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署的《刘长杰与王维

华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

动协议（一）》 
指 

刘长杰及其配偶王维华与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署的《刘长杰、王维华与江苏建华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表

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

动协议（二）》 
指 

王维华与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签署的《王维华与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山

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

议》 

摘要、本摘要、本报告书

摘要 
指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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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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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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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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建华建材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建华建材的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建华建材”） 

注册地址 句容市下蜀镇沿江开发区 

注册资本 5,735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0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 郑赛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00742499648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水泥制品、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砼结构构

件的生产，并提供相应售后技术服务；提供水泥制品、水泥电杆及

其铁附件、砼预制构件生产技术咨询服务；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提供物流辅助服务和机械设备与房屋租赁服务；建材批发；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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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汤始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期限 2002 年 10 月 8 日至 2052 年 10 月 7 日 

通讯地址 句容市下蜀镇沿江开发区 

通讯方式 0511-87767692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1、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汤始投资持有建华建材 87.18%股权，为建华建

材的控股股东，建华管桩持有汤始投资的 100%股权，为汤始投资的控股股东，

许景新、许培锋父子间接持有建华建材 87.18%股权，因此许景新、许培锋父子

为建华建材的实际控制人。建华建材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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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汤始投资持有建华建材 87.18%股权，为建华建

材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汤始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汤始投资”） 

住所 句容市下蜀镇沿江开发区（建华中国厂区） 

法定代表人 王刚 

注册资本 10,000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3MA20B0FL80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服务；企业投资服务；控股公司服务；贸易代理；

企业总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工商

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经营期限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句容市下蜀镇临港工业集中区 1-3 号 

联系电话 0511-85098521 

许景新、许培锋父子间接持有汤始投资 100%股权，是汤始投资的实际控制

人。 

许景新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许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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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 R04****(A)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是，香港地区永久居留权 

许培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许培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 P12****(1)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是，香港地区永久居留权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

务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建材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建华建材

（天津）有

限公司 

2002/6/10 5,000 万元 100% 

生产、加工、销售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电

杆、钢材、水泥及水泥构件 

2 

建华建材

（烟台）有

限公司 

2006/6/19 5,400 万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PC 钢筋、方桩及水泥构

件 

3 

汤始建华建

材（山东）

有限公司 

2006/8/2 5,000 万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混凝土

电杆、铁路轨枕等各类砼预制

构件 

4 

建华建材

（莱阳）有

限公司 

2006/9/19 6,834.3 万元 100% 

生产、加工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砼预制

构件 

5 

汤始建华建

材（淮安）

有限公司 

2006/12/13 
10,010.83 万

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商品混

凝土等混凝土产品 

6 
广东建华管

桩有限公司 
2007/1/12 4,804.43万元 100% 

生产经营钢筋混凝土预应力

管桩、建筑用钢筋水泥构件、

PC 钢棒 

7 

建华建材

（连云港）

有限公司 

2007/6/27 7,460 万元 100% 
生产新型建材、预应力管桩、

混凝土方桩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62745c6733f8e327d6b34382aae389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62745c6733f8e327d6b34382aae389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62745c6733f8e327d6b34382aae389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bee1b91f306e88f12b595f584080be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bee1b91f306e88f12b595f584080be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bee1b91f306e88f12b595f584080be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84d49d6e04ea7b72c5433097f91ef4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84d49d6e04ea7b72c5433097f91ef4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84d49d6e04ea7b72c5433097f91ef4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45074bc46db9450d8e66b629c6bff2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45074bc46db9450d8e66b629c6bff2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45074bc46db9450d8e66b629c6bff2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e6627e963c83a56b245dc7a47994b1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e6627e963c83a56b245dc7a47994b1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e6627e963c83a56b245dc7a47994b1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83627f8932fd41c7e65e888067899a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83627f8932fd41c7e65e888067899a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fd08c57f9bab1161cc4c0276ce6347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fd08c57f9bab1161cc4c0276ce6347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fd08c57f9bab1161cc4c0276ce6347e.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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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8 

建华建材

（安徽）有

限公司 

2007/12/10 
12,795.84 万

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商品混

凝土、水泥电杆及其金属附

件、加气混凝土砌块及各类砼

预制构件 

9 

建华建材

（广西）有

限公司 

2008/6/6 1,000 万美元 75% 

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各类砼

预制构件 

10 

建华建材

（营口）有

限公司 

2008/6/10 
13,253.64 万

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各类砼

预制构件 

11 

建华建材

（阳江）有

限公司 

2009/5/12 7,500 万元 100% 

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各类砼

预制构件 

12 

汤始建华建

材（苏州）

有限公司 

2010/5/7 9,669.49万元 100% 

生产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方桩

等各类砼预制构件及水泥制

品 

13 

汤始建华建

材（南通）

有限公司 

2010/5/25 
12,362.09 万

元 
100% 

生产、加工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电杆、

水泥制品 

14 

建华建材

（江西）有

限公司 

2010/8/27 5,310 万元 100% 

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水泥电

杆 

15 

建华建材

（菏泽）有

限公司 

2010/10/19 8,000 万元 100% 

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水泥电

杆等各类砼预制构件 

16 

建华建材

（蚌埠）有

限公司 

2010/11/8 8,003 万元 100% 

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商品混

凝土 

17 

建华建材

（惠州）有

限公司 

2010/11/10 6,378.08万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 

18 

建华建材

（黑龙江）

有限公司 

2010/11/26 6,000 万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 

19 

建华建材

（四川）有

限公司 

2011/3/18 6,000 万元 75% 

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混凝土

电杆及其铁附件等各类砼预

制构件 

20 

建华建材

（辽宁）有

限公司 

2011/5/31 5,995.36万元 100% 

生产、加工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商品混

凝土 

21 
滨州建华建

材有限公司 
2011/7/28 6,613.04万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钢筋混凝土方桩、混凝土

电杆、铁路轨枕及各类砼预制

构件 

22 

建华建材

（嘉兴）有

限公司 

2014/4/8 5,000 万元 100%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钢筋混凝土方桩、水泥电杆及

其附件 

23 
苏州裕景泰

控股有限公
2015/5/26 

15,946.74 万

元 
75.71% 

批发和进出口钢材、金属材料

及制品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4aff96c9ec406fc2105ea43e91947f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4aff96c9ec406fc2105ea43e91947f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4aff96c9ec406fc2105ea43e91947f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4a5bf18c6f249ce2306152d64a2435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4a5bf18c6f249ce2306152d64a2435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4a5bf18c6f249ce2306152d64a2435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4404ecd5c2ed17506d32af6a9ff1f7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4404ecd5c2ed17506d32af6a9ff1f7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4404ecd5c2ed17506d32af6a9ff1f7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c3daa5ae9dc3f404df27141d311c03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c3daa5ae9dc3f404df27141d311c03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c3daa5ae9dc3f404df27141d311c03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86e7cf6be8d87b43e515757428aea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86e7cf6be8d87b43e515757428aea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86e7cf6be8d87b43e515757428aea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eacaeeaadeffb6153576d4cb0fd0a0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eacaeeaadeffb6153576d4cb0fd0a0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eacaeeaadeffb6153576d4cb0fd0a0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6f3506939bac9a2da650d72c1a1a6e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6f3506939bac9a2da650d72c1a1a6e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6f3506939bac9a2da650d72c1a1a6e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54ecfdb7910328bbc0223693340b24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54ecfdb7910328bbc0223693340b24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154ecfdb7910328bbc0223693340b24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108dc3c9c4893ff57ad8b1ef5aae12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108dc3c9c4893ff57ad8b1ef5aae12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108dc3c9c4893ff57ad8b1ef5aae12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eedc55cca2c2326c901d044ef29454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eedc55cca2c2326c901d044ef29454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eedc55cca2c2326c901d044ef29454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8499316a3c891e56b4ed6b31c6b9b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8499316a3c891e56b4ed6b31c6b9b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8499316a3c891e56b4ed6b31c6b9b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fea7668878fc573a33c3cb5d08190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fea7668878fc573a33c3cb5d08190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fea7668878fc573a33c3cb5d08190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9c1b1bd8fbc159c0a4d8866b71376e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9c1b1bd8fbc159c0a4d8866b71376e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9c1b1bd8fbc159c0a4d8866b71376e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c8440554a9efd315d995ef6bb46a56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c8440554a9efd315d995ef6bb46a56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01a7a5ea799b8434292622ed2ca2b7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01a7a5ea799b8434292622ed2ca2b7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01a7a5ea799b8434292622ed2ca2b7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2ff921ebb2f91a7c64e46c55edfc36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2ff921ebb2f91a7c64e46c55edfc36f.html?source=export


11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司 

24 

建华建材销

售（广东）

有限公司 

2017/3/27 5,000 万元 99% 
批发建材、装饰材料、钢材；

销售混凝土、混凝土预制件 

25 

建华建材科

技（江苏）

有限公司 

2017/10/19 5,000 万元 100% 
研发、生产、加工水泥混凝土

预制构件 

26 

建华建材科

技（安徽）

有限公司 

2018/4/9 5,000 万元 100% 
研发、生产及销售建筑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27 

建华建材

（武汉）有

限公司 

2018/6/26 5,000 万元 100% 

设计、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建

筑用钢筋水泥构件 

28 

建华海天建

材（运城）

有限公司 

2018/9/4 5,000 万元 51% 生产、销售水泥系列制品 

29 

江苏建华新

型墙材有限

公司 

2011/1/25 
18,479.97 万

元 
100% 生产新型墙体材料、墙板 

30 

汤始建华建

材（盐城）

有限公司 

2019/9/5 10,000 万元 100% 

生产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

混凝土方桩、加气混凝土砌

块、水泥电杆及其金属附件 

31 

海口中民筑

友智造科技

有限公司 

2017/7/14 10,000 万元 100% 
研发装配式节能建筑和智能

建设新材料工艺及技术 

32 

建华建材

（梧州）有

限公司 

2019/11/25 5,000 万元 100% 批发建材、制造砼结构件 

33 

汤始建华建

材科技（上

海）有限公

司 

2019/8/26 5,000 万元 100% 

建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 

2、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建华建材外，建华建材的控股股东汤始投资不

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3、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汤始投资、建华建材及其下属公司外，许景新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长安永业矿业

有限公司 
2003/6/17 

12,350 万

港元 
50% 

开采砂岩类碎石、砂岩类

角石；加工各类碎石、角

石和相关建筑材料 

2 
建华物流有限

公司 
2007/8/31 

14,135.2

万元 
50% 物流运输 

3 江苏汤辰机械 2011/1/5 2,500 万 50% 混凝土管桩生产线成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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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装备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元 备、电杆生产线成套设备

和通用设备及配件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4 
建华建材投资

有限公司 
2012/9/19 

20,250 万

元 
50% 

建材项目投资；建材项目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汤始投资、建华建材及其下属公司外，许培锋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乐兴集团有

限公司 
2015/5/20 10,000 股 100% 投资 

2 
建华管桩集

团有限公司 
2006/4/20 870,781 股 50% 投资 

3 

江苏建华企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017/8/17 1,000 万元 100% 企业管理咨询 

4 

中山乐兴企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017/5/23 5,000 万元 100% 投资 

5 

深圳市索菱

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1997/10/17 42,175.4 万元 11.33% 
车载信息终端系统的研发、生

产、销售 

6 
江苏乐信科

技有限公司 
2018/9/14 2,000 万元 100% 

建筑材料研发、销售；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 

（四）收购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建华建材主营业务为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水泥制品、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

砼结构构件的生产，并提供相应售后技术服务；提供水泥制品、水泥电杆及其铁

附件、砼预制构件生产技术咨询服务。 

建华建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9 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总计 1,253,143.17 1,117,954.48 849,469.29 155,384.36 

负债合计 695,421.25 575,145.34 377,574.15 92,966.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7,721.92 542,809.14 471,895.14 62,417.95 

营业收入 196,663.75 290,416.30 253,188.03 123,542.77 

利润总额 26,538.61 63,046.37 82,584.88 14,004.58 

净利润 23,333.91 57,631.02 78,430.71 12,270.08 

资产负债率 55.49% 51.45% 44.45%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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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 4.18% 10.62% 16.62% 19.66% 

注：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6 年的审计机构为句容恒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7 年、2018 年的审计机构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9 年 1-9 月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处理。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仲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建材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

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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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建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1 王刚 董事长 中国 中山 否 

2 何海平 董事 中国 重庆 否 

3 汪贵华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4 赵玉华 监事 中国 中山 否 

5 郑赛荣 总经理 中国 随州 否 

前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许景新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许培锋通过中山乐兴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深交所上市公司索菱股份（002766.SZ）47,778,010 股

股份，持股比例 11.3284%。 

除此之外，建华建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八）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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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建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

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建华咨询 

（一）建华咨询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建华咨询的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建华咨询”） 

注册地址 句容市下蜀镇沿江开发区建华建材（江苏）有限公司内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3MA1Q3U1W9Q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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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江苏建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期限 2017 年 8 月 17 日至 2067 年 8 月 16 日 

通讯地址 句容市下蜀镇沿江开发区建华建材（江苏）有限公司内 

通讯方式 0511-87189578 
 

（二）建华咨询股权控制关系 

1、建华咨询股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隆科技持有建华咨询 100%股权，为建华咨询

的控股股东，新科国际持有建隆科技 100%股权，为建隆科技的控股股东，许培

锋间接持有建华咨询 100%股权，因此许培锋为建华咨询的实际控制人。建华咨

询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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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华咨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隆科技持有建华咨询 100%股权，为建华咨询

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建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建隆科技”） 

住所 句容市下蜀镇临港工业集中区 1-3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刚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00MA1XGY9Q92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研发、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 2018 年 11 月 21 日至 2068 年 11 月 20 日 

通讯地址 句容市下蜀镇临港工业集中区 1-3 号 

联系电话 0511-87189761 

许培锋间接持有建隆科技 100%股权，是建隆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许培锋基本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一、收购人建华建材”之“（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三）建华咨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

业务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建华咨询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龙泉股份外，建华咨询不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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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华咨询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建华咨询外，建华咨询的控股股东建隆科技控

制的核心企业及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珠海市交通

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 

1997/6/23 600 万元 100% 公路、市政工程勘察和设计 

3、建华咨询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咨询的实际控制人许培锋控制的核心企业及

业务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之“一、收

购人建华咨询”之“（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核心业务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四）建华咨询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建华咨询成立于 2017 年 8 月，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建华咨询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89,257.10 141,833.36 2,987.51 

负债合计 90,869.44 141,025.31 1,945.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12.34 808.06 1,042.49 

营业收入 9,567.76 9,939.52 4,632.58 

利润总额 -2,499.17 -155.66 132.33 

净利润 -2,499.17 -234.44 42.49 

资产负债率 101.81% 99.43% 65.11% 

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29.01% 4.08% 

注：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审计机构为句容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9 年 1-9 月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处理 

（五）建华咨询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仲裁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咨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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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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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建华咨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咨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1 王刚 
执行董事、总经

理 
中国 中山 否 

2 赵玉华 监事 中国 中山 否 

前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建华咨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咨询的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请参见本报告

书摘要“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之“一、收购人建华建材”之“（七）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情况”。 

除此之外，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八）建华咨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咨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

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三、一致行动人刘长杰 

（一）刘长杰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长杰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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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长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30419590309****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凤翔街 X 号 

通讯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333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否 

（二）刘长杰最近五年内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长杰最近五年内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

产权关系如下： 

起止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2010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体系内公司 
董事长 

是，直接持有龙泉股份

20.64%股份 

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 11 日 
中铁联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否 

（三）刘长杰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仲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长杰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

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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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刘长杰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长杰不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五）刘长杰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长杰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一致行动人王维华 

（一）王维华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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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王维华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王维华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30419610105****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凤翔街 X 号 

通讯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333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否 

（二）王维华最近五年内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王维华最近五年内处于退休状态，未从事任何职

业。 

（三）王维华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仲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王维华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

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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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王维华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王维华不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五）王维华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王维华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五、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建华咨询与建华建材受许培锋控制，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建

华建材与建华咨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鉴于刘长杰已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97,517,139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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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委托期限内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建华咨询行使，为增强交易完成后

建华咨询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刘长杰与建华咨询于 2018 年 9 月 5 日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在处理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由公司

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表决时，刘长杰应当与建华咨询保持一致行动。 

2019 年 12 月 30 日，刘长杰分别与建华咨询、王维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一）》、《股份转让协议（二）》，拟分别向建华咨询、王维华转让其持有的

23,622,100 股股份（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5.00%）和 50,360,700 股股份（占公司

现有总股本的 10.66%）。同日，刘长杰及其配偶王维华与建华咨询签署《表决

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一）》，同意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将合计持有的龙泉

股份股票 73,895,039 股（占龙泉股份现有总股本的 15.64%）的表决权委托给建

华咨询行使。刘长杰及其配偶王维华将与建华咨询保持一致行动。 

2020 年 3 月 12 日，王维华与建华咨询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

（二）》，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前以及完成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将其持有

上市公司的 10,829 股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建华咨询行使，王维华将与建华咨询

保持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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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一）本次收购目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基于对龙泉股份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并基于巩固对于

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力、维护企业长期战略稳定之目的，决定通过建华建材认

购龙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同时，龙泉股份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升公司资金实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收购人建华建材已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 3 年内，不转让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取得的股份。收购人、建华咨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长杰、王维华已承诺本次

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股份，但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

体之间转让除外。 

二、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9 年 7 月 19 日，建华建材召开股东会，同意按照本次调整前的发行

方案，认购龙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2019 年 7 月 22 日，建华建材与龙泉股份就本次调整前的发行方案，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3、2019 年 7 月 22 日，龙泉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调整前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4、2019 年 8 月 7 日，龙泉股份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调整前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且非关联股东同意建华建材、建华咨询及其一致

行动人刘长杰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5、2020 年 3 月 11 日，建华建材召开股东会，同意按照本次调整后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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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认购龙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6、2020 年 3 月 12 日，建华建材与龙泉股份就本次调整后的发行方案，重

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7、2020 年 3 月 12 日，龙泉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1、龙泉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且非关联股东

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建华建材、建华咨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长杰、王维华免于

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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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方式为收购人建华建材以现金认购龙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龙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咨询持有 32,505,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6.88%，通过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取得刘长杰、王维华持有 97,527,968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4%）所对应的表决权，合计拥有公司 130,033,668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2%）所对应的表决权。 

2019 年 12 月 30 日，刘长杰与建华咨询、王维华分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一）》、《股份转让协议（二）》，拟分别向建华咨询、王维华转让其持有的

23,622,100 股股份（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5.00%）和 50,360,700 股股份（占公司

现有总股本的 10.66%）。同日，刘长杰及其配偶王维华与建华咨询签署《表决

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一）》，同意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将合计持有的龙泉

股份股票 73,895,039 股（占龙泉股份现有总股本的 15.64%）的表决权委托给建

华咨询行使。刘长杰及其配偶王维华将与建华咨询保持一致行动。 

本次收购完成后，按发行上限测算，建华建材持有公司 94,488,394 股股份，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16.67%。 

若本次收购完成前，前述股份转让尚未完成，则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表决权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数量

（股）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比例 

建华建材 - - -  -  94,488,394   94,488,394  
16.67

% 
94,488,394 16.67% 

建华咨询 32,505,700 6.88% 130,033,668  
27.52

% 
- 32,505,700  5.73% 130,033,668 22.94% 

刘长杰 97,517,139 20.64% - - -  97,517,139  
17.20

% 
- - 

王维华 10,829  0.00% - - - 10,829  0.00% - - 

建华建材及

其一致行动
130,033,668 27.52% 130,033,668  

27.52

% 
94,488,394   224,522,062    

39.60

% 
224,522,062 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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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数量

（股）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比例 

人合计 

若本次收购完成前，前述股份转让已经完成，则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表决权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数量

（股）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比例 

建华建材 - - - - 94,488,394  94,488,394  16.67% 94,488,394 16.67% 

建华咨询 56,127,800 
11.88

% 
130,033,668  27.52% -  56,127,800  9.90% 130,033,668 22.94% 

刘长杰 23,534,339 4.98% - - -  23,534,339  4.15% - - 

王维华 50,371,529 
10.66

% 
-  - -  50,371,529  8.88% -  - 

建华建材及

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 

130,033,668 
27.52

% 
130,033,668  27.52% 94,488,394  224,522,062 39.60% 224,522,062 39.60% 

三、本次收购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0 年 3 月 12 日 

（二）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1、认购方式  

乙方按本协议约定，以现金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认购价格  

双方同意，乙方认购目标股票的价格为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

息、除权行为，本次认购价格将由甲方董事会根据甲方股东大会的授权作相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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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3、认购数量 

双方同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全部 A 股股票，且股票数量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472,441,974 股的 20%，即 94,488,394 股（含本数）。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甲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最终发

行价格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三）认购款的支付方式 

乙方应按照依本协议确定的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于收到甲方发出的认股款缴

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甲方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资金一次性

足额汇入甲方委托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乙方确认并承诺，依本协议认购的目标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止，乙方就

其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甲方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限售期结束后，乙方减持

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如下所有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协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且甲方非关联

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就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免于发出

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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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协议生效后，若由于可归责于乙方的原因导致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以

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的，则乙方每逾期支付 1 日，应

当按应支付认股款总金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若逾期支付超

过 30 日，则甲方有权单方终止认购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认购合同约定

的认股款总金额百分之一（1%）的违约金。乙方违约的，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本协议项下约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通过或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不构成甲方违约。 

四、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华咨询持有的龙泉股份 32,505,7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6.88%）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刘长杰持有的龙泉股份

97,517,13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0.64%）已全部质押给建华咨询，王维华持有

的龙泉股份 10,82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02%）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

制情况。 

建华建材认购龙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五、认购资金来源 

建华建材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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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

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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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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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赛荣 

2020 年 3 月 12 日 



29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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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  刚 

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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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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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                  

刘长杰 

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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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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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                  

王维华 

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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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

页） 

 

 

 

 

 

收购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赛荣 

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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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

页） 

 

 

 

 

 

一致行动人：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  刚 

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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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

页） 

 

 

 

 

 

 

一致行动人：                  

刘长杰 

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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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

页） 

 

 

 

 

 

 

一致行动人：                  

王维华 

2020 年 3 月 12 日 

 


	声 明
	目 录
	释 义
	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建华建材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四）收购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情况
	（八）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建华咨询
	（一）建华咨询基本情况
	（二）建华咨询股权控制关系
	（三）建华咨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四）建华咨询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五）建华咨询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六）建华咨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七）建华咨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情况
	（八）建华咨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

	三、一致行动人刘长杰
	（一）刘长杰基本情况
	（二）刘长杰最近五年内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三）刘长杰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四）刘长杰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五）刘长杰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一致行动人王维华
	（一）王维华基本情况
	（二）王维华最近五年内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四）王维华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五）王维华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五、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一）本次收购目的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二、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方式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龙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三、本次收购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二）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三）认购款的支付方式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六）违约责任

	四、权利限制情况
	五、认购资金来源

	第四节 其他重大事项
	收购人声明
	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致行动人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