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44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0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一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特索道
股票代码：002159
收购人名称：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南园一路 20 号当代华夏创业中心 1、

2、3 栋 1 号楼单元 13 层 4 号
一致行动人名称：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116 号
一致行动人名称：罗德胜
住所/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三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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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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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
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尚待取得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
为亦不违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本次收购系因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武汉三特索道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预计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德胜持有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权益合计超过 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十三条，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
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投资
者可以免于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
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及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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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三特索道 指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当代城建发、收购人 指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当代城建发以现金认购三特索道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收购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三特索道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599,999股股票的行为

当代科技 指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德胜

当代投资 指 武汉当代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当代乾源 指 武汉当代乾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最近三年 指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范信息披露通知》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准则 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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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本报告书摘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
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所述的百分比未尽之处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存在
四舍五入的情况。

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南园一路 20号当代华夏创业中心 1、2、3栋 1号楼单
元 13层 4号

法定代表人 周继红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29MB8L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产业园区运营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商品房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务调查)；
企业管理咨询；地基与基础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8年 11月 15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姓名/名称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南园一路 20号当代华夏创业中心 1、2、3栋 1号楼单
元 13层 4号

通讯方式 027-81732200

（二）当代城建发股权控制关系
1、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城建发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当代科技，持股比例为 100%。 当代科技控股股东为当代投
资，间接控股股东为当代乾源，艾路明先生直接持有当代科技 4.5234%的股权，同时
直接持有当代投资 4.03%及当代乾源 28.21%的股权，系当代城建发实际控制人。

2、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收购人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城建发的控股股东为当代科技，其基本信息如

下：
公司名称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116号
法定代表人 周汉生
注册资本 5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178068264D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对医药、文化、教育、体育及旅游产业的投资；对纺织业及采
矿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生物、化工、化学、医学、计算机和软硬件技术咨询（国
家有专项规定按其执行）；计算机和软硬件设备的销售；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矿及非金属矿的销售；重油、润滑油、石油化工产品
（化学危险品除外）的销售；燃料油（不含闪点在 60 度以下的燃料油）、沥青、混合
芳烃的批发零售；危化品（液化石油气（限作为工业原料用，不含城镇燃气）、汽油、
柴油、煤油、甲醇汽油、甲醇、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
物、原油、石脑油、MTBE、石油醚、异辛烷）的票面经营（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
营）；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1988年 7月 20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姓名/名称 武汉当代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艾路明、周汉生、张小东、张晓东、余磊、王学海、陈海
淳、杜晓玲、刘家清

通讯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116号
通讯方式 027-81339952

（2）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艾路明 ， 男 ，1957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4201061957********；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 ****；主要任职情况：艾路明先生最近
五年曾任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当代科技
董事、当代投资董事、武汉明诚金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当代乾源董事。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公司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科技除直接持有当代城建发的股份外，控股或
参股的除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之外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如下表所示。 当代科技其他持股 5%以上的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具体情况参见本
报告书“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之“七、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和“八、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出

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比例
（%）

法定代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 主营业务

1 武汉当代华中汽车城有限
公司 10,000.00 100.00 王鸣

汽车、汽车零配件、润
滑油销售；汽车检测，
汽车维修，汽车租赁，
汽车美容，汽车展示
服务等

2 武汉当代通讯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0 100.00 李晓华

通信设备、机电产品、
办公自动化、计算机
软、硬件技术研究、开
发、咨询、服务

3 湖北恒顺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28,000.00 90.00 闻捷

磷矿开采；矿产品（不
含煤及石油制品）加
工及购销；咨询服务

4 武汉当代龙泉山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0 80.00 汪小林 旅游景区建设项目的

投资与开发

5 润石矿业有限公司 26,000.00 100.00 彭俊 投资矿产业

6 大连当代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 70.00 陈世欢 石油及制品销售和贸

易经纪

7 新疆西域香源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 70.00 刘家清 天然香精香料的种

植、加工和销售

8 湖北康乐苑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80.00 赵万华 房地产开发

9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725,865.45 88.60% 李正友

开展对金融、 类金融
行业的投资及相关资
本运作、 资产管理和
咨询业务

10

当代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DANGDAI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IMITED）

5,000.00
（万美

元）
100.00 - 企业投资

11 当代盈泰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0,000.00 100.00 王栎栎

销售食品；企业管理
咨询；餐饮管理；物业
管理；技术推广服务；
销售日用品

12 当代教育（武汉）有限公司 30,000.00 80.00 杜晓玲 对教育行业的投资、
对教育项目的管理

1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晟道国
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340.00 63.09

武汉晟道创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14 武汉当代海洋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53.00 刘华 房地产开发

15 江苏风青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 60.00 房子超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投资管理

16 润禾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

3000.00
（万美

元）
60.00 周成义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

务

17 湖北当代高投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00.00 81.70

武汉当代高投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
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
服务业务

18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
司 100,000 100.00 刘一丁 矿产品， 化工产品销

售

19 武汉天勤致远创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100.00 吴昊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
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
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
募集和发行基金)

除持有当代科技股权外，当代投资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武汉当代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00.00 王鸣 矿物开采、 金属矿
销售

2 神农架三特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 76.00 王鸣 房地产开发

3 湖南当代德禹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00 70.00 赵鑫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屋租赁、 自建房
屋的销售

除持有当代投资股权外，当代乾源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武汉晟道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王鸣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
权类投资并从事相
关咨询服务业务

除持有当代城建发、当代科技、当代投资、当代乾源的股权外，实际控制人艾路
明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武汉明诚金石科技有限公
司 7,000.00 32.50 周汉生 技术开发与转让

2 武汉世纪众联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2,000.00 30.00 李巍 教育产业投资

3 武汉珞珈校友企业联盟有
限公司 10,000.00 64.70 蹇宏 文化艺术咨询服

务

（三）收购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1、收购人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当代城建发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为产业园区运营管理； 自有

房屋租赁；商品房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务调查）；企业管理咨询；地基与基础
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等。自设立以来当代城建发以股
权投资为主，尚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合计 1,629,243.17 49,999.90
负债合计 1,314,680.44 -
股东权益 314,562.73 49,999.90

资产负债率（%） 80.69 -
项目 2019年度 1-9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18.79 -
营业利润 -5,905.25 -0.10
净利润 -5,911.26 -0.10

净资产收益率（%） -1.88 -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收购人控股股东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当代科技主营业务涵盖医药制造、房地产开发、旅游、影视文化体育和教育等

领域，是一家综合性集团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当代科技财务数据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E50050 号”、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E50104 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E50097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合计 9,731,276.33 9,052,976.19 7,896,771.15 5,278,125.00

负债合计 6,292,278.91 5,613,194.42 4,336,759.85 3,140,281.06

股东权益 3,438,997.42 3,439,781.77 3,560,011.30 2,137,843.94

资产负债率（%） 64.66 62.00 54.92 59.50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112,405.40 2,772,437.84 2,321,110.54 1,716,932.08

营业利润 241,666.67 47,310.25 363,155.23 185,432.44

净利润 188,347.54 -38,566.83 269,821.42 158,159.69

净资产收益率（%） 5.48 -1.12 7.58 7.40

注：当代科技 2019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城建发主要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武汉当代睿康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周鑫

产业园开发及运营
管理；房屋租赁及销
售

2 武汉当代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000.00 100.00 陈海淳 房地产开发

3 武汉当代区块链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 100.00 任晓杰

区块链(不含虚拟货
币)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

（五）当代城建发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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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城建发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六）当代城建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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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城建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身份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周继红 无 男 4201051975********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中国 武汉 无

廖定成 无 男 4224221972******** 监事 中国 武汉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城建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
责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七）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三特索道外，当代城建发控股股东当代科技持有

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
司 135,370.43 29.26 药品研发；生物技术研发；化工产品的研

发、销售

2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58,461.86 31.27

影视、文化、体育、传媒、动漫、游戏项目的
投资、开发、咨询；对其他企业和项目的投
资

3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
限公司 46,886.11 5.52 汽车精密轴承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4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 94,366.50 17.06 纺织品、服务贸易

5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18,000.00 16.37 证券业务

注：1、 当代科技直接持有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3.66%的股份，当
代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天风睿源（武汉）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武汉天风睿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31.27%；

2、当代科技通过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7.06%的股东权益。 当代科技持有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36.77%的股份，安徽华
茂集团有限公司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 46.40%的股份；

3、当代科技直接持有天风证券 2.86%的股份，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三特索道、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
有天风证券 0.95%、10.10%、0.50%、1.96%的股份， 因此当代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天风证券 16.37%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八）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当代城建发控股股东当代科技除持有天风证券股
权外，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
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2,168.86 14.60 保险业务

2 武汉光谷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 15.00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

3 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 为物流+科技类企业服务，延伸
的业务供应链金融服务

4 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2,179.33 34.54 不良资产处置

注：1、 当代科技直接持有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61%的股份， 人福医
药、 重庆当代砾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华泰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2%、6.07%、5.40%的股份，因此当代科技及其控股公司
合计持有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60%的股份；

2、当代科技直接持有武汉光谷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5%的股份，武汉新
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持有武汉光谷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份， 因此
当代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武汉光谷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5%的股
份；

3. 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400,000.00 万元人
民币，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 当代科技通过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34.54%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持有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当代科技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科技为收购人当代城建发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艾路明先生，其基本信息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之“（二）当代城建发股权控制关系”之“2、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
本情况”。

2、当代科技股权控制关系
（1）当代科技股权控制关系

（2）当代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①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科技控股股东为当代投资，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武汉当代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116号 15层
法定代表人 周汉生
注册资本 3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303603650W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
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
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及技术咨询；生物、化工、
化学、医学、计算机和软、硬件技术咨询；计算机和软、硬件设备的销售；冶金、电
子、纺织品销售；生物制品的开发；农产品种植、开发、销售；农植物、花卉参观；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矿及非金属矿的加工、销售；汽油、柴油 [闭杯闪点≤
60℃]、煤油、液化石油气、甲醇汽油、甲醇、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二
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石油原油、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石油醚、异辛烷、正戊烷、乙
醇[无水]、异丁烷、天然气[富含甲烷的]的票面经营；工业级混合油、甘油的销售。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4年 10月 16日至 2034年 10月 15日
通讯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116号 15层
通讯方式 027-81339949-8152

②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投资实际控制人是艾路明先生。
艾路明先生基本信息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之“（二）当代城建发股权控制关系”之“2、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
况”。

（3）当代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公司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
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持有当代科技、当代投资、当代乾源的股权外，当
代科技控股股东当代投资和实际控制人艾路明先生控制的企业基本信息详见本节

“一、收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之“（二）当代城建发股权控制关系”
之“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公司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情况”。

3、当代科技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当代科技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武汉当代城

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之“（三）收购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数据”之“2、收购
人控股股东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4、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持有当代城建发的股权外，当代科技主要下属企

业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之“（二）当代城建发
股权控制关系”之“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公司和核心业务、关联企
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5、当代科技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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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当代科技最近 5 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6、当代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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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身份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居留

权

周汉生 无 男 4201111963******** 董事长、总
经理 中国 武汉 无

艾路明 无 男 4201061957******** 董事 中国 武汉 无
张小东 无 男 4201061951******** 董事 中国 武汉 无
张晓东 无 男 4201061965******** 董事 中国 武汉 无
余磊 无 男 3202231978******** 董事 中国 武汉 无

王学海 无 男 4201061974******** 董事 中国 武汉 无
杜晓玲 无 女 4201061963******** 董事 中国 武汉 无
陈海淳 无 男 4201061964******** 董事 中国 武汉 无

王鸣 无 男 4290041981********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中国 武汉 无

于恩祥 无 男 4201061955******** 监事 中国 武汉 无
张蕾 无 女 3712021986******** 监事 中国 武汉 无

刘一丁 无 男 4205001976******** 监事 中国 武汉 无
杨奕江 无 男 4201051977******** 财务总监 中国 武汉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 5 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7、当代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三特索道外，当代科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其他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之“（七）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8、当代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天风证券外，当代科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详见本节“一、
收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之“（八）当代城建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
情况”。

（二）罗德胜
1、基本情况
罗德胜，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4201061968********，居住地及通讯地址为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通讯方式为 1390****933，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2、最近 5 年内的职业、职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罗德胜先生最近 5 年的职业、职务情况如下：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任职单位 主营业务 注册地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
单位存在产权

关系

2018年 5月 至今 武汉遥星医药
有限公司

药用辅料 、消
毒剂、 卫生用
品、 医药中间
体、 仪器设备
的 批 发 兼 零
售 ; 药用辅料
技术检测服务
及技术咨询服
务

武汉市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关
山村保利·时
代 K19 地块五
区 第 20 幢
1-2层(9)商号

经理、执行董
事 持股 90%

3、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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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罗德胜先生最近 5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4、罗德胜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罗德胜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武汉遥星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 90 罗德胜

药用辅料、消毒剂、卫
生用品、医药中间体、
仪器设备的批发兼零
售；药用辅料技术检
测服务及技术咨询服
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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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罗德胜先生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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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在本次收购中，当代科技为收购人当代城建发的控股股东，根据《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如无相反证据则为互为一致行
动人，因此当代城建发、当代科技在本次交易中属于一致行动人。

2010 年 9 月 7 日，收购人控股股东当代科技与罗德胜先生签署协议，经双方友
好协商，罗德胜先生将所持三特索道股份代表的除处置权、收益权以外的其他权利
委托当代科技代为行使。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当代城建发看好三特索道未来的发展前景， 通过认购三特索道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拟进一步增强对三特索道的控制。 通过本次认购，当代城建发直接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数量增至 69,461,294 股，直接持股比例为 38.53%，当代城建发及一致
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增至 77,161,294 股，合计将持有三特索道 42.80%股
权。 当代城建发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巩固控制权的同时，也为上
市公司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有助于增加上市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优化资本结构，提升上市公司偿债能力
及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承诺在未来 36 个月内不会转让本次交易获取的上市

公司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

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20 年 3 月 5 日，当代城建发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认购三特索道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2020 年 3 月 10 日， 当代城建发的股东作出股东
决定，同意本次认购三特索道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当代城建发持有上市公司 27,861,295 股股份，占本次收购

前总股本比例为 20.09%；一致行动人当代科技、罗德胜分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为 6,900,000 股、800,000 股， 占本次收购前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4.98%、0.58%。
当代城建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5,561,295 股股份， 占本次收购前
总股本比例为 25.65%。 实际控制人为艾路明先生。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当代城建发将持有上市公司 69,461,294 股股份，占本次收

购后总股本的 38.53%；当代城建发及其一致行动人当代科技、罗德胜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77,161,294 股股份，占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 42.80%。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二、本次收购方案
（一）收购方式
当代城建发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
（二）本次收购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与当代城建发于 2020 年 3 月 14 日签署了《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协议涉及的主要
条款如下：

1、协议主体
甲 方（发行人）：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认购人）：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认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即 2020 年 3 月 16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9.40 元/股，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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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调整方法
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
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 +N)
两项同时进行：P1= (P0-D)/(1 + N)
3、认购款总金额及认购方式
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款总金额等于每股发行价格乘

以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且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最终认购金额在甲方就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 根据甲方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及发
行价格确定。

4、限售期
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
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 乙方

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
予执行。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5、认购数量
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在甲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由甲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协商确定，且不超过 41,599,999 股（含本数）。 按上述方式计算，如出现
不足 1 股的余额时，该部分不足折股的余额纳入甲方的资本公积金。

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甲方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认购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6、支付方式
乙方不可撤销地同意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收到甲方和本次发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书》后，按照甲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
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本协议第二条确定的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
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
后，再行划入甲方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7、协议的生效
认购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自下列

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方始生效：
（1）发行人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事宜；
（2）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事宜；
（3）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除非上述所列的相关协议生效条件被豁免， 上述所列的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

足之日为本协议的生效日。
8、违约责任
双方在履行认购协议的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认购协议的约定。
若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所

引起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违约方须承担责任，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
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发行人董事会通过；
或/和股东大会通过；或/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不构成违约，任何一方
不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任何民事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
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认购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 但应在条件
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三、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收购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三特索道股份质押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情况 质押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股） 质押比例（%） 质押数/总股本(%)

当代城建发 27,861,295 20.09 21,310,000 76.49 15.37
当代科技 6,900,000 4.98 4,900,000 71.01 3.53
罗德胜 800,000 0.58 0 0 0

合计 35,561,295 25.65 26,210,000 73.70 18.90
四、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20 年 3 月 5 日， 当代城建发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认购三特索道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2020 年 3 月 10 日， 当代城建发的股东作出股东决
定，同意本次认购三特索道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2、2020 年 3 月 14 日，三特索道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并批准收购人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第四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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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方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盖章 ）
法定代表人 ：

周继红
2020 年 3 月 14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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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方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

法定代表人 ：
周汉生

2020 年 3 月 14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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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人 ：
罗德胜

2020 年 3 月 14 日
收购人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盖章 ）

法定代表人 ：
周继红

2020 年 3 月 14 日
一致行动人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汉生

2020 年 3 月 14 日
一致行动人 ：

罗德胜
2020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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