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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德军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878号1幢2层E区212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2015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8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290000002015110903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9118MA1JL102XR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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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2015年11月，陈德军、陈小英以现金出资设立德殷控股，其中陈德军出资10,340万元，陈小英出资9,660

万元，本次出资完成后，德殷控股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德军 10,340.00 51.70%

2 陈小英 9,660.00 48.30%

合 计 20,0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德殷控股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德殷控股实际控制人为陈德军、陈小英，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

方基本情况（二）陈德军” 、“（三）陈小英”相关内容。

（二）陈德军

1、基本情况

姓名 陈德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221970060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林荫新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陈德军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陈德军除持有申通快递股权外，其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申通国际快递

（深圳） 有限

公司

1,000.00 60.00%

一般经营项目：国内货运代理；从事装卸、搬运业务；物流配送

信息系统，计算机及网络系统技术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物流方案

设计；

许可经营项目：港口服务、包括：港口船舶引航服务；港口

拖船服务；集装箱装拆服务；货运船舶停靠和物资供应服务；

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桐庐君悦广场

有限公司

4,000.00 50.00%

服务：房屋出租（除房产中介）、物业管理（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杭州瑞兆控股

有限公司

10,000.00 55%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

货）。

杭州瑞光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2,000.00 5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申通投资有限

公司

5,000.00 6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经

济贸易咨询；技术推广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

北京多元申通

快递服务有限

公司 （拟转

让）

120.00 16.7%

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杭州市桐庐县

浙富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 10%

许可经营项目：在桐庐县范围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

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浙江钦堂钙业

股份有限公司

3,004.60 55%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重质碳酸钙、塑料制品、塑料填充母料。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重质碳酸钙粉，塑料、橡胶母料系列产

品；货物进出口。

栗优投资管理

（上海） 有限

公司

6,000.00 49.5%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资产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

会务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申通快递欧洲

有限责任公司

6,500.00 间接49.5% 小包裹运输，快递，仓储，跨境电子物流。

（三）陈小英

1、基本情况

姓名 陈小英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2219760810****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公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2、陈小英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陈小英除持有申通快递股权外，其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杭州瑞兆控股有

限公司

10,000.00 45%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

杭州昌彤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1,000.00 5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杭州瑞光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2,000.00 5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杭州瑞吉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1,188.119 46.88% 服务：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浙江建德富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5,000.00 49%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浙江临安富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5,000.00 42%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营销

策划代理、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杭州思必达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60%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

让：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电子产品。

建德市天天快快

递有限公司

4,200.00 49%

许可经营项目：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上述

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 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

可经营)。

浙江盈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050.00 75%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投资管理，接受企业委托从事资产

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商务信息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除代理记帐）。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为谢勇、磐石熠隆、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太和投资、青马1号资管计划、上银资

管计划、平安置业、天阔投资。 其中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均系上市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企业；上

银资管计划部分认购人为申通快递或其子公司中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 其他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

与上市公司、申通快递无关联关系。

青马1号资管计划、上银资管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自于委托人的自有资金，不存在接

受艾迪西、艾迪西的控股股东、艾迪西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资管计划持

有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其他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接受艾迪

西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或艾迪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的情况。

（一）谢勇

1、基本情况

姓名 陈德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221970060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林荫新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5.05至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2015.05-2015.11 任 副

董事长）、总裁

通过太和投资持有

19.34%的股权；通过富安

达—昆百大资管计划持

有8.55%股权

2014.09至今 太和投资 董事长 持有90%的股权

2010.12至今

太和先机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董事长 持有80%的股权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谢勇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17,023.59 商业和房地产业

通过太和投资持有

19.34%的股权；通过富安

达—昆百大资管计划持

有8.55%股权，担任董事

长、总裁

太和投资 10,000.00

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

持有90%的股权，担任董

事长

太和先机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

资产管理、 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持有80%的股权，担任董

事长

（二）上海磐石熠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磐石熠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年10月20日

注册资本 65,001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力群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381号408F08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至 至2035年10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10101MA1FP06822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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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1）2015年10月设立

2015年10月，磐石熠隆由上海磐石嘉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上海斐怀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2.00万元。

2015年 10月 20日 ， 磐 石 熠 隆 取得了 由 上海市 黄浦区工 商 行 政管理 局 核 发 的注 册号为

91310101MA1FP06822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磐石熠隆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磐石嘉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50.00%

2 上海斐怀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 50.00%

合 计 2.00 100.00%

（2）2015年10月，第一次股权转让并增资

2015年10月，上海磐石嘉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斐怀投资有限公司将对磐石熠隆出资分别转让

给王力群、上海磐石腾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力群、上海磐石腾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灏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吴琦玮、汪涌、张真、潘钧权、王开斌、邹文龙分别对磐石熠隆增资499万元、2,999

万元、20,000万元、3,000万元、1,000万元、5,000万元、2,500万元、5,000万元、5,000万元，磐石熠隆注册资

本变更为45,000.00万元。

第一次股权转让并增资后磐石熠隆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力群 普通合伙人 500.00 1.11%

2 上海灏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00 44.44%

3 张真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1.11%

4 王开斌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1.11%

5 邹文龙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1.11%

6 上海磐石腾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 6.67%

7 吴琦玮 有限合伙人 3,000.00 6.67%

8 潘钧权 有限合伙人 2,500.00 5.56%

9 汪涌 有限合伙人 1,000.00 2.22%

合 计 45,000.00 100.00%

（3）2015年11月，第二次股权转让并增资

2015年11月，王力群、上海磐石腾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将对磐石熠隆499万元、3,000万元出

资转让给上海怿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严健军、王开斌、上海怿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潘钧权、

陈卫亚、麻正贵、姜代卫、杨涛分别对磐石熠隆增资10,000万元、2,500万元、1,001万元、1,000万元、3,000万

元、1,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磐石熠隆注册资本变更为65,001.00万元。

第二次股权转让并增资后磐石熠隆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力群 普通合伙人 1.00 0.002%

2 上海灏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00 30.769%

3 严健军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15.384%

4 王开斌 有限合伙人 7,500.00 11.538%

5 张真 有限合伙人 5,000.00 7.692%

6 邹文龙 有限合伙人 5,000.00 7.692%

7 上海怿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500.00 6.923%

8 潘钧权 有限合伙人 3,500.00 5.385%

9 吴琦玮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615%

10 陈卫亚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615%

11 麻正贵 有限合伙人 1,500.00 2.308%

12 汪涌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538%

13 姜代卫 有限合伙人 500.00 0.769%

14 杨涛 有限合伙人 500.00 0.769%

合 计 65,001.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磐石熠隆出资关系图如下：

4、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磐石熠隆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力群。 王力群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王力群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0119540112****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五原路****

5、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磐石熠隆成立于2015年10月20日，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磐石熠隆暂无下属企业。

（三）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设立日期 2015年10月28日

注册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号办公楼1507室

认缴出资额 3,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市鄞州鸿发实业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郑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13M87U

合伙期限 至2035年10月27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2、历史沿革

2015年10月，艾缤投资由宁波市鄞州鸿发实业有限公司和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

资本3,000万元。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艾 缤 投 资 取 得 了 由 宁 波 市 北 仑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91330206MA2813M87U的营业执照。

艾缤投资设立至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宁波市鄞州鸿发实业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0 1.00%

2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970.00 99.00%

合计 3,0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艾缤投资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艾缤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郑永刚。 郑永刚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郑永刚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22719581124****

通讯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

5、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艾缤投资成立于2015年10月28日，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艾缤投资暂无下属企业。

（四）宁波旗铭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旗铭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7月21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凤凤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九号办公楼716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至2035年07月20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206000277563

税务登记号 330206340531422

组织机构代码证 34053142-2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2、历史沿革

旗铭投资由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2015年10月28日，旗铭投资

取得了由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20600027756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旗铭投资设

立以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合 计 1,0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旗铭投资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旗铭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郑永刚。 郑永刚的基本情况请参见本节“三、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基本情

况（三）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相关内容。

5、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旗铭投资成立于2015年7月21日，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旗铭投资暂无下属企业。

（五）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9月3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谢勇

住所 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2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2014年9月3日至2034年9月2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540195200000589

税务登记号 540128396974863

组织机构代码证 39697486-3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2、历史沿革

2014年8月，太和投资由谢勇、潘川如共同发起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10,000万元。

2014年9月 3日， 太和投资取得了由拉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柳梧新区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4019520000058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太和投资设立至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谢勇 9,000.00 90.00%

2 潘川如 1,000.00 1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太和投资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太和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谢勇。 谢勇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谢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262219721026****

通讯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拥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

5、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太和投资于2014年9月3日设立，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对外股权投资，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总资产 71,063..29 0.28

净资产 7,181.50 -2.09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816.88 -2.09

净利润 -2,816.88 -2.09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太和投资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昆明百货大楼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17,023.59 19.34%

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进出口贸易；停车服务；物业管理；商场

经营管理；柜台租赁；场地租赁；企业营销咨询；电子商务平

台营运建设管理；以下经营范围限分公司经营：文化娱乐业、

酒店业；饮食服务；日用百货连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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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财通证券资管通鼎青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15日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晓立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143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14年12月15日至长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000000076798

税务登记号 330100325549093

组织机构代码证 32554909-3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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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2014年12月，财通资管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20,000万元。

2014年12月15日，财通资管取得了由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000000076798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财通资管设立至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合 计 20,0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财通资管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财通资管控股股东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财政厅。

（5）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财通资管成立于2014年12月15日，2015年出资到位并开展实际经营，一直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财通

资管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0.31

总资产 52,777.07

净资产 37,813.83

项目 2015年1-10月

营业收入 42,674.47

营业利润 21,451.69

净利润 16,704.71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财通证券资管通鼎青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该资产管理计划拟由财通资管管理，用于认购艾迪西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主要财务指标

该资产管理计划尚未设立，故不涉及该事项。

（3）对外投资情况

该资产管理计划尚未设立，故不涉及该事项。

（4）认购人基本情况

该资产管理计划直接认购人为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代“万向信托—青马1号事务管理类集合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青马1号信托计划” ），青马1号信托计划认购人均为一般投资者，与艾迪西或申通快递均无关联

关系。 青马1号信托计划认购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购金额（万元） 比例

1 方文艳 32,000.00 64.00%

2 沈沧琼 5,000.00 10.00%

3 齐鲁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10.00%

4 汪萍 2,300.00 4.60%

5 牟雪莲 2,100.00 4.20%

6 邱世梁 1,200.00 2.40%

7 刘铭 1,200.00 2.40%

8 周建军 600.00 1.20%

9 朱晖 300.00 0.60%

10 罗忠 300.00 0.60%

合 计 50,000.00 100.00%

（七）上银基金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

1、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8月30日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金煜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388号3幢528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2013�年8�月30�日至不约定期限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20385

税务登记号 310115076485219

组织机构代码证 07648521-9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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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2013年8月，上银基金由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设立时注册

资本30,000万元。

2013年8月30日，上银基金取得了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10000000120385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上银基金设立至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 90.00%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10.00%

合 计 30,0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银基金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上银基金控股股东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5）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上银基金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业务，上银基金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总资产 58,931.54 81,609.21 30,169.23

净资产 47,353.35 34,979.97 28,959.46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1,189.80 11,136.35 473.11

营业利润 -895.95 7,068.47 -1,040.54

净利润 -1422.02 5,811.28 -1,040.54

注： 2015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上银基金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该资产管理计划拟由上银基金筹建和管理，用于认购艾迪西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主要财务指标

该资产管理计划尚未设立，故不涉及该事项。

（3）对外投资情况

该资产管理计划尚未设立，故不涉及该事项。

（4）认购人基本情况

该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主要为申通快递或其子公司中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 认购人基本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认购金额（万元） 比例 备注

1 郑春美 16,000.00 32.00%

申通快递实际控制人陈德军、 陈小英之母

亲

2 朱有克 5,000.00 10.00% 苍南瑞俊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3 刘红才 4,000.00 8.00% 申通快递副总裁

4 沈岳英 3,000.00 6.00% 浙江快递财务总监

5 江鑫勇 3,000.00 6.00% 申通瑞盛运营副总裁

6 郑银翡 2,800.00 5.60% -

7 李玉林 2,100.00 4.20% 申通快递工程部副总监

8 邵知路 2,000.00 4.00% 申通快递网络副总裁

9 陈向阳 2,000.00 4.00% 申通快递总裁助理

10 郑杰 2,000.00 4.00% 申通快递总裁助理

11 余慈景 1,500.00 3.00% 申通瑞盛总监

12 陈郁 1,500.00 3.00% -

13 朱群 1,100.00 2.20% 申通快递总裁助理

14 陈泉 1,100.00 2.20% 申通快递董事、董事会秘书

15 朱玲燕 600.00 1.20% -

16 李雄伟 600.00 1.20% 浙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7 孙刘闯 600.00 1.20% 申通快递总裁助理

18 高端端 600.00 1.20% 申通快递职工监事

19 袁旦 300.00 0.6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部门经理

20 朱佳钰 200.00 0.40% 浙江快递董事长助理

合计 50,000.00 100.00%

（八）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年3月8日

注册资本 1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孟甡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至2025年3月7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342838

税务登记号 440300772706134

组织机构代码证 77270613-4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黄金等贵金属的投资、投资兴办各类实业（以上投资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房地产经纪；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 （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历史沿革

2005年3月，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市平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000万元设立平安

置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9,500.00 98.33%

2 深圳市平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1.67%

合 计 30,000.00 100.00%

2008年5月，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平安置业98.33%的股份转让给深圳市平安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平安置业增资50,000万元， 增资后平安置业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80,0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并增资后，平安置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平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100.00%

合 计 80,000.00 100.00%

2008年6月， 深圳市平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平安置业100%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平安置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100.00%

合 计 80,000.00 100.00%

2009年2月，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平安置业增资100,000万元，增资后平安置业的注册

资本变更为180,000万元。 本次增资后，平安置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100.00%

合 计 180,000.00 100.00%

2015年3月，平安置业减少注册资本，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30,000万元。 2015年4月，深圳市平安创

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的平安置业100%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

平安置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 130,000.00 100.00%

合 计 130,0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平安置业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平安置业的控股股东为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平安置业无实际控制人。

5、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平安置业是平安体系内一个投资平台，主要业务系为资管计划提供咨询顾问服务。 平安置业最近两年一

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计 387,098.50 380,967.65 468,127.07

负债合计 185,875.75 171,429.96 232,301.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222.74 209,537.69 235,825.91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114,382.07 96,194.79 89,798.82

营业利润 56,374.64 62,389.96 42,546.04

净利润 42,085.52 48,273.14 31,261.26

注：2015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平安置业主要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玉溪美佳华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50.00 80%

物业管理，商业设施的经营管理，企业策划、设

计，企业管理咨询，停车,清洁服务；商业贸易；

儿童游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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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玉溪平安置业有限公

司

3,850.00 80.00%

自有物业出租、经营、管理；商业设施的经营管

理；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国内

商业(服装、鞋、皮具、化妆品、钟表、电器、通讯

产品)、珠宝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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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圳市平安德成投资

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0%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

询（不含限制项目）、黄金等贵金属投资、国内

贸易、受托资产管理。

4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基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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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平安美佳华 （荆州）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3,941.90 100.00% 房屋出售、出租，物业、商业的经营管理。

6

广州盛安创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 50.00%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

（九）珠海市天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珠海市天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设立日期 2015年7月17日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5314

认缴出资额 2,2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马嘉嘉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003000086831

税务登记证号 440400345514306

组织机构代码 34551430-6

合伙期限 至2025年07月17日

经营范围

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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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2015年7月，马嘉嘉（普通合伙人）、高贻森（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天阔投资，天阔投资于2015年7

月17日取得了由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44000300008683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天

阔投资设立至今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马嘉嘉 普通合伙人 1,320.00 60.00%

2 高贻森 有限合伙人 880.00 40.00%

合计 2,200.00 100.00%

3、出资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阔投资出资关系图如下：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天阔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马嘉嘉，马嘉嘉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马嘉嘉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30119931024****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5、最近一期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天阔投资成立于2015年7月，成立后一直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天阔投资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09.30

资产总计 2,400.02

负债合计 200.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99.78

项目 2015年7-9月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0.22

净利润 -0.22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阔投资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深圳市前海理想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

10,000.00 24.00%

投资兴办实业、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经济信

息咨询。

四、交易对方其他重要事项

（一）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陈德军和陈小英为兄妹关系，德殷控股为陈德军、陈小英共同控制的公司，陈德军、陈小英分别持有德殷

控股51.70%、48.30%股权。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申通快递为陈德军和陈小英直接或通过德殷控股间接共同控制

的公司。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均系上市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企业。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太和投资系认购对象谢勇控制的企业。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上银资管计划部分认购人为申通快递或其子公司中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亲属。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和陈小英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

交易。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艾缤投资、旗铭投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郑永刚，与艾迪西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因此，艾缤投资、

旗铭投资认购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上银资管计划部分认购人为申通快递或其子公司中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亲属。 因此上银资管计划认购本次交易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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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目前盈利能力有待加强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水暖器材（阀门、管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具体包括水暖器材、阀门、管

件、建筑金属配件、智能家庭及环保节能控制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 近年来，国内外宏观

经济形势严峻，欧债危机影响持续存在，欧元汇率持续下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外销市场恢复缓慢，内销市场

增长不足。因此，上市公司产品国内外市场整体低迷，市场增长空间有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劳动力成本

持续高企，企业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弱化，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续下降，而且行业

整体状况短期内不容乐观。

鉴于上述情况，为提高上市公司整体持续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广

大中小股东切实利益，上市公司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入盈利能力强、发展前景良好的优质资产，提升

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主营业务转型和优化。

（二）拟置入资产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申通快递所处快递行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历经30余年发展已成为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

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创造社会就业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趋重要，亦为国家产业政策所大力支持。

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培育壮大快递企业、推进“互联网

+” 快递、构建完善服务网络、衔接综合交通体系、加强行业安全监管”等快递行业发展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优

化快递市场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政策措施，以解决制约快递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导向，以“互联网+”

快递为发展方向，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融入并衔接综合交通体系，扩展服务网络惠及范围，保障寄递渠道安全，

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寄递需求，更好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改）之“三十五、邮政业” 将快递相

关业务列入鼓励类，拟置入资产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三）拟置入资产所属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国内快递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旺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

国内快递市场政策法规日益完善、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快速发展以及消费者消

费习惯转变、快递行业技术不断进步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国内快递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 2014年，全国快递

服务业业务量完成139.6亿件， 跃居世界首位， 同比增长51.9%；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045.4亿元， 同比增长

41.9%。

根据德勤和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快递行业发展报告2014》预计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长、

中西部开发、 电子商务持续发展等因素推动下， 未来中国快递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预计中国快递市场

2015年行业规模将达到2,800亿元。

（四）标的公司具有较强盈利能力，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本次拟置入资产为申通快递100%股权，申通快递作为国内领先的民营快递服务企业，具有较强的盈利

能力和良好的成长空间。

2014年，申通快递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约597,379.38万元，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

到63,926.08万元，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未来随着快递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申通快递盈利能力和水平将进

一步提升，发展潜力巨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规模、股东权益规模将得到大幅提高，财务状况得到优化，竞争能力得到提高。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的实施，上市公司将置出当前经济形势下盈利能力较弱，发展空间有限的水暖器材（阀门、

管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业务，同时置入盈利能力较强，市场快速增长，发展前景广阔的快递服

务业务，从而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通快递可实现与A股资本市场的对接，进一步推动申通快递的业务发展，并有助于提

升申通快递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 借助资本市场平台，申通快递将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为后续

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同时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主体

（一）拟置入资产购买方及拟置出资产出售方：艾迪西；

（二）拟置入资产出售方：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即申通快递全体股东；

（三）拟置出资产受让方：Ultra� Linkage� Limited；

（四）配套资金认购方：谢勇、磐石熠隆、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太和投资、青马1号资管计划、上银资管计

划、平安置业、天阔投资。

二、本次交易标的

1、拟置出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艾迪西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

2、拟置入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通快递100%股权。

三、本次交易方案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方案包括三部分：1、重大资产出售；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3、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 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出售

上市公司拟将向Ultra� Linkage� Limited出售上市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所拥有的全部

资产、负债；Ultra� Linkage� Limited以现金方式收购。

为便于交割，艾迪西拟将其全部拟出售资产、负债整合至其全资子公司艾迪西投资，艾迪西将在交割日将

艾迪西投资100%股权转让给Ultra� Linkage� Limited， 即视为艾迪西已向Ultra� Linkage� Limited履行完毕

拟出售资产交付义务。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申通快递100%股权，根据预估值及交

易双方初步协商作价结果，申通快递100%股权作价169.00亿元，其中，股份支付金额为149.00亿元，现金支付

金额为20亿元。 上市公司支付对价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股份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金额 支付对价合计

1 德殷控股 1,352,000.00 - 1,352,000.00

2 陈德军 71,346.00 103,400.00 174,746.00

3 陈小英 66,654.00 96,600.00 163,254.00

合计 1,490,000.00 200,000.00 1,690,000.00

具体股份支付金额及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金额根据申通快递100%股权的评估值及最终交易价格确定。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募集配套资金概况

本次交易拟向谢勇、磐石熠隆、艾缤投资、太和投资、旗铭投资、青马1号资管计划、上银资管计划、平安置

业、天阔投资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不超过48亿元配套资金，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拟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20亿元将优先用于支付艾迪西拟购买申通快递100%股权的现

金对价，剩余部分将用于申通快递“中转仓配一体化项目” 、“运输车辆购置项目” 、“技改及设备购置项目”

及“信息一体化平台项目”等项目建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申通快递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情况，以自筹资金支付

项目所需款项，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

低于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则募集资金将依照募投项目顺序依次投入实施，不足部分由申通快递通过自

筹方式解决。

2、募集配套资金必要性

（1）有利于提高申通快递的核心竞争力

①中转仓配一体化项目

随着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我国快递行业面临巨大的市场需求，快递件量保持了高速

增长，2012年至2014年增长率分别为55.04%、61.51%、51.90%。申通快递作为我国快递行业的一线企业，品牌

网络已建成78个陆地转运中心、56个航空转运中心，但因近年来业务量爆发式增长以及客户对快递时效的要

求越来越高，部分现有转运中心场地面积及操作设备已不能匹配申通快递业务需要，严重限制了现有业务增

长。 此外，电商类客户对仓储、配送需求日益增长，传统分散型仓储无法与配送体系有效结合，导致客户仓储

及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运输配送时效低下。

中转仓配一体化项目拟在上海、杭州、武汉、天津、广州、北京、成都等业务核心区域新建29个转运中心或

物流中转平台，并配套建设仓储基地，为电商类客户提供仓库租赁、运营、配送等仓配一体化服务。 项目建成

后将极大改善申通快递核心网络快件处理能力，提高周转速度及安全性，保障快递高峰期业务处理能力；此

外，项目通过整合优化仓储及配送体系、与合作伙伴紧密联合，实现共同完善电子商务供应链，从而进一步提

升申通快递市场占有率及客户体验。

②运输车辆购置项目

快递运输车辆因使用率高，淘汰更新要求较高，加之申通快递业务量增速明显，现有运输车辆存在较大的

更新需求。 该项目将稳步推进全运输网络的车辆购置更新，能够为提升货物中转运输效率、加强货物运输安

全提供硬件保障。

③技改及设备购置项目

快递货物的安检标准越来越高，现有转运中心面临货品处理压力、需更新添置操作设备的同时，需继续加

强货品安全管理，配备相应设备。 技改及设备购置项目拟采购部分安检、监控、分拣设备，用于提高现有转运

中心的操作效率、提升货物安全标准，能够进一步保障申通快递现有转运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

以满足行业监管要求，进一步保障企业长远快速发展。

④信息一体化平台项目

快递行业业务中涉及大量信息，信息的采集、处理、管理、应用是提高快递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该项

目将建设申通快递物流信息一体化平台， 是提升申通快递业务信息处理速度和安全性增强管理决策能力的

重要基础。

（2）前次募集资金金额、使用效率及截至目前剩余情况

截至目前，艾迪西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未达到已公开披露的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的情形；

亦不存在剩余募集资金情况。

（3）上市公司、标的资产报告期末货币资金金额及用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等财务状况与同行业的比

较

因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上市公司、标的资产货币资金金额及用途将在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说明。 上市公司将通过本次交易出售其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故资产负债率等财

务状况无法与同行业比较。

（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数额与申通快递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相匹配

申通快递是我国民营快递企业的代表，近年来业务发展迅速，快递处理量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但因

电商等新兴行业爆发式增长，申通快递快件处理能力依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双11” 等快递需求高峰期

面临处理能力困境；此外，快递行业安全生产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快递行业的逐步成熟要求快递企业尽快

提高操作安全水平，控制安全隐患发生。 综合以上原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规模与申通快递的生产经营规模、

财务状况相匹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投产有助于推动申通快递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管理升级。

3、募集配套资金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本次交易中“重大资产出售”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两项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其中任何一

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或核准，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归于无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以艾迪西完成募集配套资

金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是否完成不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履行及实施。

四、标的资产估值及作价

（一）拟置出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资产置出协议》，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拟置出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但交易价格将不

低于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值。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预估值不低于7.00亿

元。

（二）拟置入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拟置入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截至

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的拟置入资产预估值为169.11亿元，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暂作价169.00亿元。

五、股份发行情况

（一）股票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采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90%，即16.44元/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16.44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

对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定价方

式和锁定期，按照2014年10月23日修订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上市公

司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份定价方式、锁定期和发行方式，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募集资金部分与购买

资产部分应当分别定价，视为两次发行。

公司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应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6.44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确定为16.44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

（二）股票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预估值为169.11亿元。 根据拟置入资产预估值，申通快递100%股权作价169.00

亿元，上市公司支付对价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发行股份数（万股） 股份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金额 支付对价合计

1 德殷控股 82,238.4428 1,352,000.00 - 1,352,000.00

2 陈德军 4,339.7810 71,346.00 103,400.00 174,746.00

3 陈小英 4,054.3795 66,654.00 96,600.00 163,254.00

合计 90,632.6033 1,490,000.00 200,000.00 1,690,000.0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置入资产评估结果尚未出具，因此上表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金额以拟置入资产预

估值为基础计算。 具体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金额根据申通快递100%股权的评估值及最终交易价格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与谢勇等9名特定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本次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的发行股

份数量及金额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谢勇 44,403,892 73,000.00

2 磐石熠隆 39,537,712 65,000.00

3 艾缤投资 38,693,430 63,612.00

4 太和投资 38,321,167 63,000.00

5 旗铭投资 30,649,635 50,388.00

6 青马1号资管计划 30,413,625 50,000.00

7 上银资管计划 30,413,625 50,000.00

8 平安置业 21,289,537 35,000.00

9 天阔投资 18,248,175 30,000.00

总计 - 291,970,798 480,0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均系上市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企业；本次

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上银资管计划部分认购人为申通快递或其子公司中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

六、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德殷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陈德军、陈小英承诺：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2016年期间完成，申通快递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为117,000.00万元、140,000.00万元和160,000.00万元。

（二）业绩承诺补偿

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德殷控股、实际控制人陈德军、陈小英将根据重组相关法规之要求以本次交易中取得

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及现金对价作为业绩补偿承诺，具体补偿金额及方式如下：

当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将以其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

公司及现金对价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金额及方式如下：

1、补偿金额

如申通快递任一年度所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当期应补偿

金额=（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

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净利润数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2、补偿方式

如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需向艾迪西支付补偿，则先以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因本次交易取得

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若艾迪西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德殷控

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

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艾迪西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返还

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量（调整前）

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以现金补偿。

七、过渡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 本次交易各方同意，在过渡期内，拟置出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均由承

接主体享有或承担；拟置入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拟置入资产在过渡期的期间亏损或

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拟置入资产全体股东承担。

八、股票锁定期

1、本次交易完成后，徳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分别承诺：①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艾

迪西股份，②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艾迪西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艾迪西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③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本企业/本人在艾

迪西拥有权益的股份。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6个月锁定期满后，若可能存

在约定的盈利补偿且未实施情形的，德殷控股所持的股份继续锁定，直至盈利补偿实施完毕之时。

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艾迪西股份由于艾迪西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

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2、谢勇、磐石熠隆、艾缤投资、太和投资、旗铭投资、财通资管、上银基金、平安置业、天阔投资等承诺本次

发行取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九、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德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对象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均为上市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企业，因此，艾缤

投资、旗铭投资认购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对象上银资管计划的认购人包含申通快递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因

此上银资管计划认购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十、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33,176.60万股，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郑永刚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假设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约119,

829.6831万股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殷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约82,238.4428万股股份，德殷控股、陈德军、

陈小英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约90,632.6033万股股份，占比约59.23%，德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

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

比例

1 德殷控股 - - 82,238.4428 53.75%

2 陈德军 - - 4,339.7810 2.84%

3 陈小英 - - 4,054.3795 2.65%

小计 - - 90,632.6033 59.23%

4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8,950.0000 26.98% 8,950.0000 5.85%

5 艾缤投资 - - 3,869.3430 2.53%

6 旗铭投资 - - 3,064.9635 2.00%

小计 - - 15,884.3065 10.38%

7 谢勇 - - 4,440.3892 2.90%

8 太和投资 - - 3,832.1167 2.50%

小计 - - 8,272.5059 5.41%

9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5,490.0000 16.55% 5,490.0000 3.59%

10 杜佳林 4,629.9974 13.96% 4,629.9974 3.03%

11 磐石熠隆 - - 3,953.7712 2.58%

12 青马1号资管计划 - - 3,041.3625 1.99%

13 上银资管计划 - - 3,041.3625 1.99%

14 平安置业 - - 2,128.9537 1.39%

15 天阔投资 - - 1,824.8175 1.19%

16 其他股东 14,107.6026 42.52% 14,107.6026 9.22%

合计 33,177.6000 100.00%

153,

007.2831

100.00%

十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 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169.00亿元， 占上市公司2014年末资产总额

162,041.04万元的比例为1042.95%，超过50%，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 拟置入资产的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169.00亿元， 占上市公司2014年末净资产额

72,750.35万元的比例为2323.01%，超过50%，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交易在净资产方面达到重大

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2014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597,379.38万元，占上市公司2014年度营业收入

171,596.22万元的比例为348.13%，超过50%，因此本次交易在营业收入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出售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拟置出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预计占

上市公司2014年末资产总额162,041.04万元的比例不低于50%。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预计占上市公司2014年末净资产额72,750.35万

元的比例不低于50%，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交易在净资产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 拟置出资产的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171,596.22万元， 占上市公司2014年度营业收入171,

596.22万元的比例为100%，超过50%，因此本次交易在营业收入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 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169.00亿元， 占上市公司2014年末资产总额

162,041.04万元的比例为1042.95%，超过100%；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德军、陈小

英。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十二、本次交易中不确认商誉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陈德军、陈小英及其控制的德殷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申通快递100%

股权，同时陈德军、陈小英将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因此本次重组法律意义上的收购方（上市公司）将成为

会计上的被收购方，本次重组法律意义上的被收购方（申通快递）将成为会计上的收购方。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反向购买。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将全部经营资产出售，交易发生时，上市公

司不构成业务。 根据财政部2009年3月13日发布的《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行间接上市会计处

理的复函》（财会便〔2009〕17号）的规定，本次交易行为系不构成业务的反向收购。 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

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的规定，本次交易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

则进行处理，不确认商誉或当期损益。

十三、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情况

2015年11月24日，申通快递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分别将持有的申通快递80%

股权、10.34%股权、9.66%股权转让给艾迪西。

2015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报告出具后，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2、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豁免陈德军、陈小英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

股份的义务；

3、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

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四、独立财务顾问保荐资格

上市公司聘请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华英证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

法设立，具有保荐人资格。

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一、申通快递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186号2-12栋

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注册资本：2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6694375629

经营范围：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普通货运（除危险化学品），货物运输代理（除危险化学

品），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室内装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销售

纸制品、电子产品。

二、申通快递历史沿革

申通快递自成立以来注册资本及股权变动概况如下：

1、2007年12月，申通快递设立

2007年12月，陈德军和陈小英共同出资设立申通快递，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2007年12月28日， 上海信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信光会验字 （2007） 第0125号 《验资报

告》，确认截至2007年12月27日，申通快递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0万元。

申通快递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德军 2,750.00 550.00 55.00%

2 陈小英 2,250.00 450.00 45.00%

合计 5,000.00 1,000.00 100.00%

2、2009年7月、2009年11月，缴纳认缴出资

2009年7月20日，上海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永诚会验字（2009）第20658号《验资报告》，

确认截至2009年7月16日，申通快递的实收资本为3,0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60%。

2009年11月20日，上海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永诚会验字（2009）第21103号《验资报告》，

确认截至2009年11月16日，申通快递的实收资本为5,0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

本次缴纳出资后，申通快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德军 2,750.00 2,750.00 55.00%

2 陈小英 2,250.00 2,250.00 45.00%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3、2015年10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年10月10日， 申通快递通过股东会决议， 同意陈德军将其持有的申通快递3.3%的股权转让予陈小

英。同日，陈德军与陈小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所转让股权按照申通快递截至2015年10月10日的

注册资本定价，作价165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申通快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德军 2,585.00 2,585.00 51.70%

2 陈小英 2,415.00 2,415.00 48.30%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5、2015年11月，第一次增资

2015年11月10日，申通快递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德殷控股以1元/注册资本对申通快递增资20,000万

元，申通快递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25,000万元。

本次增资后，申通快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德殷控股 20,000.00 25,000.00 80.00%

2 陈德军 2,585.00 2,585.00 10.34%

3 陈小英 2,415.00 2,415.00 9.66%

合计 25,000.00 25,000.00 100.00%

三、申通快递主要股东情况

（一）德殷控股

德殷控股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德军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878号1幢2层E区212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2015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8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290000002015110903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9118MA1JL102XR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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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陈德军

陈德军和陈小英为申通快递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陈德军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陈德军

曾用名 -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221970060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林荫新路****

（三）陈小英

陈德军和陈小英为申通快递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陈小英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陈小英

曾用名 -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2219760810****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公寓****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请参见“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相关内容。

五、申通快递的业务和技术

（一）申通快递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1、主营业务情况

申通快递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快递服务业务，并致力于民族品牌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完善终端网络、中

转运输网络和信息网络三网一体的立体运行体系，立足传统快递业务，全面进入电子商务物流领域，并提供保

价、定时配送、代收货款等其他增值服务。

经过二十年多年的发展，申通快递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完善、流畅的快递服务网络。 截至目前，申通快

递服务网络共包括独立网点及分公司1,370余家，服务网点及门店10,000余家，品牌总体从业人员超过20万

(上接A25版)

(下转A2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