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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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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管理办法》”）等中国（为本专项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中国国际

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及中集车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控股股东中集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香港”或“增持人”）

通过公开市场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H 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事宜，

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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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信达特作如下声明： 

一、信达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

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查

阅了信达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  

二、信达在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时，公司已向信达提供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

见所要求其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提供给信达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完

整的、有效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

印件的，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三、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信达

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增持人等相关方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专项核查意见。 

四、信达仅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

行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五、信达仅就本次增持涉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核查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六、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未经信达同意，不得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信达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 增持人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中集香港进行的 H 股增持行为。增

持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中集香港的公司注册证书、周年申报表，中集香港系依据香港《公司条

例》于 1992 年 7 月 30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码为 37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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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香港为中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中集集团系 1980 年 1 月 14 日成立、目前在深交所主板、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039.SZ、

02039.HK）。根据信达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的工商登记信息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信息，中集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为麦伯良，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蛇口工业区港湾大道 2 号中集研发中心 8 楼

（办公），经营范围为“制造修理集装箱及其有关业务，利用该公司现有设备加

工制造各类零部件结构件和有关设备，并提供以下加工服务：切割、冲压成型、

铆接、表面处理，包括喷沙喷漆、焊接和装配；集装箱租赁”，营业期限为 1980

年 1 月 14 日至 2030 年 1 月 14 日。 

（二） 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经信达律师查验中集香港的公司注册证书、周年申报表、公开披露的信息、

查询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

国、人民法院公告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交所等信

息公示网站并经中集香港书面确认，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增持人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

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中集集团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36.104%，中集香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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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9.337%。中集集团及中集香港合计持有公司 55.441%的股

份。 

（二）本次增持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增持人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公开市场大宗交易方式购买公司 27,052,600 股 H 股股份，

增持比例约占截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 2,017,600,000 股）

的 1.341%。本次增持完成后，中集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集香港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145,634,075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6.782%。 

根据中集香港出具的确认函，增持人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将不减

持本次增持的股份。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本次增持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依据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投资者，继续增

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根据公司已经披露的相关公告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在本次增持前，中集集团

及中集香港已合计持有公司 55.441%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直接相关的、可能影响上市公司上市地位的事项为股份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

市条件，即社会公众持有的公司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4 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

份总数的 10%。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201,760 万元，超过 4 亿元。

本次增持完成后，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56.782%。本次

增持完成后，社会公众持有公司股份数量高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10%，本次增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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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在境内 A 股的上市地位。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

（五）项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 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已经披露的相关公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

就本次增持的相关情况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H 股

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根据公司以及中集香港的确认，中集香港已按照相

关规定就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及时、如实、准确地通知公司，并委托公司披露增

持结果公告。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

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可免于发出要约的情

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专项核查意见经信达盖章及信达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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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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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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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春                                     林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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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