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46

信息披露

(上接B045版）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安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0

0

24,283,765

5.5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202,000,000

441,114,597

司股份1,686,356股。 本次减持完成后， 刘振光直接持有的股份数由7,891,346股减至 6,204,
990股，占本次权益变动后总股本比例为1.41%。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徐增增、刘策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
卖龙宇燃油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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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表合计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北信瑞丰基金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239,114,597股， 北信瑞丰基金认购了24,283,765股， 占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数的5.51%）
后，北信瑞丰基金持有公司股份24,283,765股，持股比例由权益变动前的0%增至5.5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龙宇燃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
量为24,283,76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期为一年，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受
其他权利限制。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龙宇燃油股票的
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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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1：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日期：2016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4
限公司
住址：
座3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不变，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0股；持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股比例：0.00%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变动数量：24,283,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765股；变动比例：5.51%
数量及变动比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
方路710号19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 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
注册地
室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增加 ?减少□
数量变化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是□否?
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是 □ 否
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旗下该等资产管
理计划披露前 拥
持股数量：0.00股
有权益的 股份 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710号19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张
家浜路128号601-6室
1、上海龙宇控股有限
2、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99弄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XXXX号
2、徐增增
住址：
3、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328号
3、刘振光
XXXX室
4、刘策
4、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99弄
XXXX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股票代码

603003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龙宇燃油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持股比例减少）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龙宇控股

指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指

徐增增、刘振光（徐增增直接持有公司12,015,653股股份，刘振光
直接持有公司6,204,990股股份）、刘策。 徐增增、刘振光二人系
夫妻关系，分别持有龙宇控股34.715%、20.285%的股权，其子刘策
持有龙宇控股45%的股权，徐增增、刘振光及其子刘策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龙宇控股对龙宇燃油持股比例
由57.99%减少至26.56%、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对龙宇燃油持股
比例由67.01%减少至30.69%之行为

指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龙宇燃油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
过239,932,922股A股股票之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振光

成立日期

2000年1月14日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家浜路128号601-6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675784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本系统内资产经营（非金融业务），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纺织原料（除棉花）、纺织产品、玻璃制品、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装潢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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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1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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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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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 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的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
财智定增11号、财智定增12号、富春定增1015号、玉泉华骏5号、创新择时1号、富春定增1107号、
财通定增16号、永期定增1号、定增均衡1号、光大富尊会尊品1号、华鑫证券1号、富春定增729号、
富春定增宝利15号、复华定增6号、富春定增宝利1号、君合定增1号、富春定增慧福1314号、海银定
增3号、富春定增1030号、富春定增1069号、富春定增禧享2号、富春定增1009号、海棠定增1号、新
睿定增3号、恒增鑫享10号、富春定增1018号、贝塔定增六号、紫金7号、厚道魔方定增1号、富春定
增享利1号、富春定增986号、富春定增987号、联发1号、建发1号、投乐定增6号、安吉6号、小牛定增
4号、富春山西定增1号、天誉定增3号、炜业创新1号、屹唐一号、方物定增1号、朴素资本定增3号、
朴素资本定增4号、优选财富VIP尊享定增3号、富春定增1016号、富春定增1008号、富春定增1017
号、玉泉365号、玉泉561号、锦绣定增1号、富春定增宝利19号、玉泉580号、富春定增宝利12号、祁
巨定增1号、祁巨定增4号、玉泉云锦2号、富春定增宝利11号、中新融创5号、富春定增宝利5号（下
称“
该等资产管理计划”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所任职或持有权益公司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宇燃油/上市公司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1102室

邮政编码

200120

信息披露义务人、
财通基金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68826038

本报告书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财通基金通过旗下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新股28,
738,062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6.51%。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格式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
动报告书》

《格式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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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三、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姓名：刘振光
性别：男
身份证号码：23010319XXXX31XXXX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上海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
姓名：徐增增
性别：女
身份证号码：23010319XXXX24XXXX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上海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
姓名：刘策
性别：男
身份证号码：31010819780718 XXXX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上海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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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239,114,597股，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使得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股份数未变化。
二、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龙宇燃油的业务发展及其
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或减持其在龙宇燃油拥有权益的股份，有关操作将根据《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龙宇控股

117,142,149

57.99%

117,142,149

26.56%

徐增增

12,015,653

5.95%

12,015,653

2.72%

刘振光

6,204,990

3.07%

6,204,990

1.41%

刘 策

0

0%

0

0%

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135,362,792

67.01%

135,362,792

30.69%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股）

202,000,000

441,114,597

注：上表合计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龙宇控股持有的龙宇燃油股份数量不变，均为117,142,149股，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的龙宇燃油股份数量不变，徐增增直接持有公司12,015,653股股份，刘振光直接
持有公司6,204,990股股份；由于龙宇燃油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239,114,597股A股股票，
龙宇燃油总股本由202,000,000股增加至441,114,597股，导致龙宇控股对龙宇燃油持股比例由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57.99%被动减少至26.56%， 龙宇控股一致行动人徐增增对公司的直接
持股比例由5.95%减少至2.72%，龙宇控股一致行动人刘振光对公司的直接持股比例由3.07%减少
至1.41%，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对龙宇燃油合计持股比例由67.01%减少至30.69%。 本次发行
前，龙宇燃油第一大股东为龙宇控股，刘振光、徐增增及刘策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结束后，龙宇控股仍为龙宇燃油第一大股东，刘振光、徐增增及刘策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龙宇控股持有龙宇燃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为117,142,149股
股，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89,000,000股；龙宇控股一致行政人徐增增直接持有公司12,015,653
股股份，其股份已全部质押。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不受其他权利限制。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2016年9月19日，一致行动人刘振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1楼

法定代表人：

阮琪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1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股东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0%；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30%；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30%。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财通基金目前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在公司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刘未

男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王家俊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骆旭升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吴梦根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朱颖

女

姚先国

男

董事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中国

杭州

否

朱洪超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黄惠

女

督察长

中国

上海

否

杨铁军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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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除持有龙宇燃油已发行5%以上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还持有天目
药业（股票代码：600671）、现代制药（战略投资，股票代码：600420）、北京 城建（股 票代码 ：
600266）、同达创业（战略投资，股票代码：600647）、云南城投（战略投资，股票代码：600239）、
吉林化纤（战略投资，股票代码：000420）、证通电子（股票代码：002197）已发行的5%以上股份。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基于对龙宇燃油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 参与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
造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龙宇燃油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龙宇燃油28,738,062股，占龙
宇燃油总股本的6.51%。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龙宇燃油权益变动情况如
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龙宇燃油权益

指

□

赠与

□

□

其他

□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国华人寿对龙宇燃油持股比例
由0%增加至5.72%之行为
龙宇燃油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
过239,932,922股A股股票之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证监会

指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准则15号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持股比例：0%

公司名称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龙宇燃油权益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0

0

28,738,062

6.5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
次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履行必要批准程序。
三、本次股份认购权利限制的说明
财通基金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认购的龙宇燃油股票，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买卖龙宇燃油股票的情况。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0

0

40,866,302

9.26%

202,000,000

441,114,597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发行前，该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龙宇燃油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后，该资产管
理计划持有股票占总股本比例约为9.26%。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该资产管理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该资产管理计划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12个月内不得转
让，除此之外，该资产管理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受其他权利限制。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 该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龙宇燃油股票的
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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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日期：2016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80,000万元
刘益谦

成立日期

2007年11月8日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32层

上市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678322868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1号楼
司
住址：
801-16 室

经营范围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32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邮政编码

200120

增加√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不变，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联系电话

95549

基本情况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710号19楼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
是否为上市公司
否√
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
否√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该资产管
理计划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持股数量：0股；持股比例：0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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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是
是□? 否 □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阮琪
签署日期：2016年9月26日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德邦基金

指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龙宇
燃油持股比例由0增加至6.1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龙宇燃油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
过239,932,922股A股股票之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人除持有龙宇燃油外，还持有以下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天宸股份（股票代码600620）
股份，占比15%；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天海投资（股票代码600791）
股份，占比14.45%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新世界（股票代码600628）股
份，占比10%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鸿达兴业（股票代码
002002）股份，占比5.42%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国农科技（股票代码
000004）股份，占比5.01%；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持有华鑫股份（股票代码600621）
股份，占比10%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持有东湖高新（股票代码600133）
股份，占比7.46%
第二节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239,114,597股，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5,238,744股，导致股份数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龙宇燃油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是基于
对上市公司经营理念、发展战略的认同，及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看好，从而进行的一项投资
行为。
二、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安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0

0%

25,238,744

5.72%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202,000,000

2亿元

法定代表人

姚文平

成立日期

2012年3月27日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35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93124497E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35层

邮政编码

200080

联系电话

021-26010999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710号19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增加□√
减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不变，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
是否为上市公司
否√
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持股数量：0股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比例：5.72%（发行后）
变动比例：5.72%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 否√
该上市公司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0

0

27，285，129

6.19%

202,000,000

持股比例：0%（发行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 否√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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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龙宇燃油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 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资产委托人创造收益。
二、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安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持股数量：25,238,744股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数量：25,238,744 股
数量及变动比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300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
住址：
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32层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权益变动前

441,114,597

注：上表合计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国华人寿不持有龙宇燃油股份。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国华人寿持有龙宇燃油25,238,744股股份，发行后占龙宇
燃油已发行A股股本的5.7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人本次认购获得的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龙宇燃油股票的
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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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日期：2016年 9 月 23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注册资本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国华人寿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1,114,597

注：上表合计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龙宇燃油股份数量增加为27,285,
129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德邦基金承诺本次认购的龙宇燃油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龙宇燃油股票的
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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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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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日期：2016年 9 月 23 日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1号楼801-16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2号金泽大厦西区6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6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15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旗下九泰基金-陆华天富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该资产管理计划” ）在上海龙宇燃油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宇燃油”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
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龙宇燃油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龙宇燃油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九泰基金

指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九泰基金该资产管理计划对龙
宇燃油持股比例由0增加至9.26%之行为
龙宇燃油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
过239,932,922股A股股票之行为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710号19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证监会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
司
住址：
大厦35层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股票代码

603003

增加□√
减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不变，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是上海龙宇控股有限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公司为上市公司第一
是□
是否为上市公司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大股东
否□√
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是 □ 否 ?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公司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名称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嘴信
托-陆家嘴信托-鸿泰5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注册资本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是 □ 否 ?
争

是否已得到批准

燃油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
益，为该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二、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该资产管理计划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安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该资产管理计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法定代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国华人寿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股东名称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概述
公司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华人寿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35层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35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6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15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燃油”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龙宇燃油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通讯地址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龙宇控股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继承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龙宇燃油

□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是 □ 否 ?
联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否□
该上市公司股票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旗下该等资产管
理计划本 次 发生
持股数量：28,738,062股 持股比例：6.51%
拥有权益的 股份
变动的 数量及 变
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 否√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指

执行法院裁定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1、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变动数量：0股；变动
比例：-31.43%
2、徐增增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变动数量：0股；变动比例：-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23%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3、刘振光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变动数量：0股；变动比例：-1.
数量及变动比例
66%
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合计变动
数量：0股；变动比例：-36.32%

本报告书、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旗下该等资产管
理计划前6个月是
是□否?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1、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117,142,
149股；持股比例：57.99%
2、徐增增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12,015,653股；持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比例：5.95%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3、刘振光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6,204,990股；持股比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例：3.07%
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合计持股
数量：135,362,792股；合计持股比例67.01%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张家浜路128号601-6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1102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一致行动人）：徐增增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99弄XXXX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一致行动人）：刘振光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328号XXXX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一致行动人）：刘策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99弄XXXX室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数量未变，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签署日期：2016年9月 27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15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
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燃油”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龙宇燃油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外 是 □ 否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两 个 以 上 上 市 公 家数
司的控制权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旗下该等资产管
理计划是否拟于 是 □ 否 ?
未 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增持

增加□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不变，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是√上海龙宇控股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第
是√
是否为上市公司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一大股东
否□
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指

上市公司、公司、龙宇燃油

有□无?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 否√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 否√
该上市公司股票

上市公司所在地

协议转让
权益变动方式（可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多选）
间接方式转让

基本情况

是□上海龙宇控股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第
是□
是否为上市公司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一大股东
否√
实际控制人
否√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准则15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燃油”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龙宇燃油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股东名称

上市公司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否对境内、境外 是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其 他 上 市 公 司 持 家数：7
股5%以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710号19楼

股票简称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龙宇燃油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交所和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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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阮琪
签署日期：2016年9月26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Disclosure

■ 2016年9月28日 星期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持股比例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数量：0；持股比例：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0%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变动数量：27，285，129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股；变动比例：6.19%
数量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 否√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 否√
该上市公司股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信息披露义务人该资产管
理计划是否拟于未来12个 是□ 否√
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该资产管
理计划在此前6个月是否
是□ 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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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日期：2016年
月
日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01：419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五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16年9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15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燃油”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龙宇燃油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龙宇燃油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

指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恒宇黄河1号资产管理
计划）

一致行动人

指

无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
份认购协议， 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23,912,005股，
成为龙宇燃油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龙宇燃油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
过239,932,922股A股股票之行为

证监会

指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名称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卢伟忠

成立日期

2014年7月3日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801-16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306414003X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2号金泽大厦西区6层

邮政编码

100033

联系电话

010-5260150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准则15号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恒宇黄河1号资产管理计划）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罗春风

成立日期

2011年1月7日

主要经营场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五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788478XL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五楼

邮政编码

518048

联系电话

0755-2262124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表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70%

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

三亚盈湾旅业有限公司

14.3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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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并希望能分享未来业绩增长带来的良好回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龙宇燃油股份，其目的是进行股权投资，获取股票
增值收益，为公司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减少龙宇燃油股
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0

0%

23,912,005

5.42%

注：上表合计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导致。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龙宇燃油0股股份，占龙宇燃油股份总数的
0%，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龙宇燃油23,912,005股股份，占龙宇燃油股份
总数的5.42%。
信息披露义务人代表平安大华恒宇黄河1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1、资产委托人：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资产管理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资产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合同期限：24个月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6年7月5日，龙宇燃油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20号），核准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9,932,922股新股。
龙宇燃油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239,114,597股，其中平安大华获配23,912,005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6年9月12日通过定增报价，获配龙宇燃油股份，并通过签订《上海龙
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持有龙宇燃油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此次定增所获得的龙宇燃油股份。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未有买卖龙宇燃油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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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日期：2016年9月
日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710号19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代表：平安大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
华恒宇黄河1 号 资 产 住址：
大厦五楼
管理计划）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不变， 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九泰基金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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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9月
23日
日期：2016年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
是否为上市公司
否√
实际控制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股票种类：A股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持股数量：0 股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比例： 0 %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32层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32层
股权变动性质：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签署日期：2016年9月23日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该资产管理计划
变动数量：40,866,302股；变动比例：9.26%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23,912,005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5.42%
本次变动数量：增加23,912,005股
本次变动比例：增加5.42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 否√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 否√
该上市公司股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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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239,114,597股，信息披露义务人该资产管理计划基于对龙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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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日期：2016年9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