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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国资运营公司”）

与公司股东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化集团”）、股东长海县獐子岛

投资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投资中心”）分别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详见公

司已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2-48）、《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连市国有

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本次表决权委托期限内，大连市国有资本

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与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同时，大

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是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其彼

此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相应的公司已披露公告材料中作如下补充： 

一、《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

运营有限公司）》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补充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威 

注册资本 人民币五亿元整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24 日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号国资创新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MA7G7LHLX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股东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 号国资创新大厦 

” 

补充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威 

注册资本 人民币五亿元整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24 日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号国资创新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MA7G7LHLX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股东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 号国资创新大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市国资运营公司与盐化集团签署《盐化集团表决权委托协议》，盐化集团将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给市国资运营公司，市国资运营公司是盐化

集团的间接控股股东，盐化集团与市国资运营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市国资运



营公司与投资中心签署《投资中心表决权委托协议》，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给市国资运营公司，故表决权委托期间，投资中心与市国

资运营中心构成一致行动人。盐化集团及投资中心相关信息详见上市公司披露

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和《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

心）》。” 

（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补充前：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

隆路 151 号国合中心 8

楼 

股票简称 ST獐子岛 股票代码 002069.SZ 

收购人名称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

运营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联合路 6A号国资创新大

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补充后：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

隆路 151 号国合中心 8

楼 

股票简称 ST獐子岛 股票代码 002069.SZ 

收购人名称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

运营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联合路 6A号国资创新大

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注：盐化集团为市国资

运营公司孙公司，盐化

集团为市国资运营公司

一致行动人；市国资运



营公司与投资中心签署

《投资中心表决权委托

协议》，故表决权委托期

间内，投资中心为市国

资运营中心的一致行动

人） 

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补充前：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1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长期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号国资创新大厦 

注册资本 人民币五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MA7G7LHLXW 

法定代表人 张威 

主要股东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 号国资创新大厦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国

有企业，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

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补充后：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

署之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如下：公司名称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1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长期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号国资创新大厦 

注册资本 人民币五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MA7G7LHLXW 

法定代表人 张威 

主要股东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 6A 号国资创新大厦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国

有企业，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

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市国资运营公司与盐化集团签署《盐

化集团表决权委托协议》，盐化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给市国

资运营公司，市国资运营公司是盐化集团的间接控股股东，盐化集团与市国资

运营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市国资运营公司与投资中心签署《投资中心表决权

委托协议》，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给市国资运营公司，

故表决权委托期间，投资中心与市国资运营中心构成一致行动人。盐化集团及

投资中心相关信息详见上市公司披露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和《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 



三、备查文件 

1、《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大连市国有

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2、《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修订稿）》。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