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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4-07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206,970,000股 

 发行价格：15.58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限售期为 36个月，预计 2017年 12 月 26日上

市流通。 

 资产过户情况：截止本公告日，交易双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

户及变更登记手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基本情况概述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宇

通客车”）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宇通集团”）、猛狮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客

车”）购买其所持有的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

益达”）100%股权，分别按照宇通集团、猛狮客车各自持有的精益达

股权比例，向其发行股份 148,684,472 股和 58,285,528 股及支付现

金 408,790,705元和 160,249,295元。 

（二）本次发行的核准程序 

1、2014 年 5 月 16 日，宇通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初步

方案；2014年 8 月 15日，宇通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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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项。 

2、2014 年 5 月 16 日，猛狮客车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初步方

案；2014年 8 月 15日，猛狮客车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及具体

事项。 

3、2014 年 5 月 16 日，精益达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初步方

案；2014年 8月 15日，精益达股东会审议通过其 100%股权转让及相

关事项。 

4、2014 年 5 月 20 日，宇通客车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 

5、2014 年 8 月 16 日，宇通客车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草案等相关议案。 

6、2014年9月3日，宇通客车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7、2014年11月5日，商务部下发《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

反垄初审函[2014]第187号），对宇通客车购买精益达100%股权案不实

施进一步审查。 

根据《反垄断法》第25条的规定，商务部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的决定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8、2014年11月27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4

年第65次工作会议有条件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事项。 

9、2014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郑州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1398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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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情况 

1、拟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 15.58元/股。 

2、拟发行股份数量及发行后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206,970,000股，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

总股本为 1,477,332,262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为 14.01%。 

3、本次发行股份认购方式 

宇通集团、猛狮客车以其持有的精益达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

份。本次以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四）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精益达的股东变

更，并签发了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98000007736），精益达 100%

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五）验资情况 

2014 年 12 月 25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大华”）对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大华验字[2014]000549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公司已收到精

益 达 100% 股 权 ， 变 更 后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合 计 为 人 民 币

1,477,332,262.00元。 

（六）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宇通集团发行

148,684,472 股，向猛狮客车发行 58,285,528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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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手续已于 2014 年 12月 26日办理完毕。 

（七）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情况

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备案、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

资产交割事宜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宇通客车向宇通集团、猛狮客车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付和办理了权属变更

手续，精益达 100%股权已变更至宇通客车名下。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华验字［2014］第 000549号）。 

上市公司已向宇通集团、猛狮客车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本

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206,970,000 股股份已在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已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综上，本次交易已实施完毕。 

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

签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本次

重组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法律意见： 

1、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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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各方依法实施

本次交易；  

3、本次交易已实施情况合法、有效；  

4、在本次交易实施及相关资产交割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

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宇通客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已依法履行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本次交易过程中，不存在宇通客车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宇通客车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7、本次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承诺内容履行协议及承

诺，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承诺的行为。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月） 预计上市日期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148,684,472 36 2017年 12月 26日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58,285,528 36 2017年 12月 26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 郑州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8号 

法定代表人 汤玉祥 

成立日期 2003 年 4月 23日 

注册资本 8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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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10000100025322 

税务登记证号码 410102749214393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与销售，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与经营、进出口贸易，水利、电力机械，金属

结构件的生产与销售，房屋租赁；工程机械、混凝土机械、

专用汽车的生产、销售和租赁，机械维修；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以上凡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资质证生产、经

营。 

与本公司关系 控股股东 

2、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汤玉祥 

成立日期 2002 年 6月 4日 

注册资本 150,000,000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41010473908188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10000000020403 

经营范围 
客车和客车底盘以及有关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目前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贸易。 

与本公司关系 同一控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 

股东名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548,876,015  37.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3,721,235  7.02%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58,285,528  3.95%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29,590,128  2.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20,976,59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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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19,470,775  1.32% 

GIC PRIVATE LIMITED      17,317,224  1.17%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7,101,726  1.1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1,999,456  0.81% 

 东证资管－招行－东方红领先趋势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0,851,050  0.73% 

合计     838,189,730  56.74% 

本次发行未导致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06,970,000 206,970,000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5,497,820   25,497,820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

份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5,497,820 206,970,000 232,467,820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1,244,864,442   1,244,864,442 

B股       

H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44,864,442   1,244,864,442 

股份总额   1,270,362,262 206,970,000 1,477,332,262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财务状况分析 

在假定本次交易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已完成，公司董事会和管理

层编制了 2013年、2014年 1-9月的备考财务报表并经审计机构审阅，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 2013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状况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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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后 交易前 

流动资产 1,335,229.70 1,175,301.80 

非流动资产 526,323.04 444,455.54 

资产总额 1,861,552.74 1,619,757.35 

流动负债 910,271.46 701,032.57 

非流动负债 57,041.32 43,010.28 

负债总额 967,312.78 744,042.85 

股东权益 894,239.96 875,714.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890,899.11 874,706.19 

资产负债率 51.96% 45.94% 

流动比率（倍） 1.47 1.68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标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宇通客车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规模将从 1,619,757.35 万元上升到

1,861,552.74万元，资产规模增加 14.93%，总负债规模从 744,042.85

万元上升到 967,312.78万元，负债规模增加 30.01%。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资产运营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2013年本公司的资产运营情况比较如下： 

 

项目 
2013 年 

交易后 交易前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68 5.69 

存货周转率（次） 12.17 12.92 

总资产周转率（次） 1.28 1.45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3年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从 5.69次降至

5.68 次，存货周转率从 12.92 次下降至 12.17 次，总资产周转率从

1.45次降至 1.28次，本公司的资产运营效率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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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维持原有上市公司的水平。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盈利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2013年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交易后 交易前 

营业收入 2,219,797.87 2,209,382.66 

营业成本 1,707,639.48 1,779,426.64 

净利润 229,086.27 182,190.79 

毛利率 23.07% 19.46% 

净利率 10.32% 8.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7% 22.80%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3 年净利润从 182,190.79 万元增至

229,086.27 万元，增长幅度为 25.74%；毛利率从 19.46%提升为

23.07%，增长幅度为 18.55%；净利率从 8.25%提升为 10.32%，增长

幅度为 25.0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从 22.80%提升为 28.17%，增

长幅度为 23.55%，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四）未来趋势分析 

根据经大华审核的上市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 2014年营业收入预计为 2,558,643.62万元，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为 260,378.44万元；上市公司 2015年营业

收入预计为 2,744,651.12 万元，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为

286,506.77万元，上市公司预计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持续增长。 

根据宇通客车与宇通集团、猛狮客车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精益达 2014 年度预测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为

54,194.63万元；2015年度预测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为55,933.62万元；

2016年度预测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为 61,856.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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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其国内客车行业龙头企

业地位。上市公司将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增强协同效应，不断提高在

客车制造领域中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从原材料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

成本及质量控制，提升经营运作效率；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提升股东回报。 

（五）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宇通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继续按照有

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精益达变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关联交易发生额将大幅度减少。 

（六）重组后协同效应 

公司整合精益达后，可以充分实现投资、技术、管理资源共享，

减少资源的重复投入，降低沟通成本，提升整体组织效率。 

1、战略协同 

精益达以技术领先为核心竞争力，旨在掌握核心技术，形成领先

行业的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支持整车竞争力不断提升以及整车产品

线的拓展，有助于宇通客车巩固中国客车第一品牌，并向国际主流客

车供应商迈进；精益达生产战略、管理战略的推进，也将有利于宇通

客车进一步提高经营市场能力、工艺制造水平，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

更具性价比的产品。 

同时，宇通客车巩固中国客车第一品牌、成为国际主流客车供应

商，工业化转型，盈利能力领先的战略愿景和目标，也为精益达产品

技术领先，质量和成本控制能力领先国内同行的战略提出了发展方向

和更高要求。 

2、技术、产品协同 

宇通客车作为行业领军企业，对行业发展趋势、新技术动态、技

术路线研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时宇通客车的重大决策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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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将对

行业内零部件厂家带来直接影响；精益达作为国内客车零部件行业领

先者，一直专注于客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对客车零部件未来发展趋势

以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有着深刻理解；通过整合可有效将

两个公司前瞻性研究进行衔接，实现宇通客车引领精益达发展方向，

精益达促进客车行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宇通客车作为客车行业的龙头企业，具备行业最先进的研发能

力，精益达作为专业的零部件生产企业，为新车型的研发开发专用零

部件，可满足宇通客车产品研发的保密要求。 

3、质量管理协同 

精益达按整车质量要求制定质量目标考核体系，重点推动研发过

程和产品实现过程质量管理改进，针对整车质量反馈建立快速反应和

持续改进机制，促进产品质量持续提高。精益达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为宇通客车产品的高品质提供了保证。 

同时，精益达可通过宇通客车更好地了解零部件同行业的产品质

量情况，促进自身产品的质量改进提升；学习借鉴宇通客车质量管理

体系的成功经验，实现零部件与整车质量标准的同步，减少质量问题

发生的机率。 

4、供应链管理协同 

宇通客车采购的客车零部件具有品种多、批量小、个性化差异等

特点，对配件交付周期要求非常高。本次交易完成后，精益达作为宇

通客车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宇通客车的业务需求进行研发流程改进、

生产工艺革新及仓储物流调整，可深度满足宇通客车对零部件的定制

和交付需求。 

宇通客车拥有先进的供应商管理理念和管理策略，丰富的供应商

管理方法和经验，通过整车供应商管理方法和经验的引入，可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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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精益达的供应商管理水平。 

宇通客车拥有行业优质的渠道资源和较强的渠道资源配臵能力，

通过资源共享及渠道优化，可提升精益达的销售渠道效率、降低渠道

成本，提升精益达市场竞争力。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中原广发金融大

厦 

联系电话：0371-65585033 

传真：0371-65585639 

项目主办人：曾小军、孟超、徐建青 

项目协办人：薛原、李博如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洪积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12号新华保险大厦 6层 

联系电话：010-65693399 

传真：010-65693838 

经办律师：李杰利、万源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号楼 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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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吕勇军、胡丽娟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琦 

住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4层 

联系电话：010-88000000 

传真：010-88000006 

经办人员：王生龙、巩春霞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验资报告； 

（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 

（三）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四）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