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修订稿） 

                           

                           

股票代码：000002 

股票简称：万科 A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05 年 10 月 19 日 

 

 

 

 



万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

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

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

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审批同意。 

2、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述风险：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事项尚须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后方能实施，该方案及事项必须经参

加表决的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有效通过的可能。 

2）认沽权证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其交易、定价、估值等相对复杂，价格波动性相对较大，投

资认沽权证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投资者可能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 

3、关于“万科转 2”的相关提示： 

“万科转 2”的持有人，如果在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 年 11 月 4 日）当日或

之前将所持“万科转 2”转换成股票，则获得认沽权证。  

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含当日）的交易日，不论“万科 A”及“万科转 2”是否

停牌，“万科转 2”均可转股。 

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后，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万科转 2”暂停交易

和转股。 

 

 
2



万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持有非流通股股份超过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或“本公司”）非流通股股

份三分之二的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股份”）向持有万科流通 A 股的股东做出对价安

排，所有非流通股股份获得在 A 股市场的流通权，其他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不安排对价，也不

就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对价。华润股份的对价安排为：于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A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万科流通 A股股票将免费获得华润股份派送的 8份认沽

权证。 

二、华润股份承诺事项： 

第一、根据法定承诺义务，华润股份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第二、华润股份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

量占万科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且出售

价格不低于本次所发行的认沽权证行权价的 120%（出售价格将按权证行权价的调整方式在法定限售

期内进行调整）。 

三、其他非流通股东的法定义务 

其它非流通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四、华润股份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所持流通 A 股获得认沽权证的处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华润股份所获得的认沽权证不可参与交易。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所获得的认沽权证在其任职期间不可参与交易，也不可行权。 

五、关于“万科转 2”的规定 

“万科转 2”的持有人，如果在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 年 11 月 4 日）当日或

之前将所持“万科转 2”转换成股票，则获得认沽权证。 

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含当日）的交易日，不论“万科 A”及“万科转 2”是否

停牌，“万科转 2”均可转股。 

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后，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万科转 2”暂停转股。

六、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议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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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5 年 11 月 15 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5 年 11 月 11～15 日 

七、本次改革有关 A 股股票和可转债的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 A 股股票和可转债自 2005 年 10 月 10 日起停牌，于 10 月 20 日复牌，

此段时期为相关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在 10 月 19 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 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

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 A 股股票和可转债于公告后次一交易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

公司 A 股股票停牌、“万科转 2” 暂停交易和转股。 

八、关于“万科 B”正常交易的事项说明 

为了充分保护 B 股投资者权益，“万科 B”在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期间，股票正常交易。 

九、查询和沟通渠道 

电话：0755-25606666 转“股改小组” 

传真：0755-25531696（请注明“转股改小组”） 

电子信箱：IR@vanke.com 

公司网站：http://www.vanke.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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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结合

本公司实际情况编制而成。 

本改革说明书的目的旨在帮助投资者能够迅速、全面了解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的内容和程序、流通 A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改

革说明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

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可转

债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除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外，未委托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就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及其相关文件作出解释或说明。 

 

 

 

 

 
7



万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二、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万科、本公司、公司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股份 指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润 指 中国华润总公司 

本方案/本次改革方案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股权分置 指 

中国股市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和发展演变，上市公司的

一部分股份（社会流通股）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非

流通股）暂不上市流通的市场制度与结构 

股权分置改革 指 
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

机制，消除 A 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在交易所公开

交易的股东 

流通 A 股股东 指 持有万科流通 A 股的股东 

万科转 2 指 本公司 2004 年发行 19.9 亿元可转债的证券简称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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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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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意见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书》 

补充保荐意见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书》 

元 指 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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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VANKE CO.,LTD. (缩写为 VANKE)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万科 A 000002 

                万科 B 200002 

法定代表人：王  石 

董事会秘书：肖  莉 

注册时间：1984 年 5 月 30 日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市梅林路 63 号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办公地址：中国深圳市梅林路 63 号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518049 

电话：0755-25606666 

传真：0755-83152041 

互联网网址：www.vanke.com 

电子信箱：IR@vanke.com 

信息披露报刊名称：《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香

港一家英文报刊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19092 

（二）、 历史沿革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 1984 年 5 月成立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

中心，经营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的进口销售业务。1987 年更名为“深圳现代

科仪中心”，1988 年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1988 年 11 月,经深圳

市人民政府“深府办(1988)1509 号”文的批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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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股份制改组，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股本总额为 41,332,680 股，其中深圳市现代企业有限公司

按资产净额 13,246,680 元折股 13,246,680 股，折股价每股 1元，后该部分

股份被认定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同时，公司向其他发起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 A股股票 28,086,000 股，发行价每股 1元，募集资金共 28,086,000 元。

1991 年 1 月 29 日，公司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 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股票简称“深万科 A”，证券代码“0002”。 

公司设立后，经过数次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及配股、定向发行法

人股、发行 B 股、发行职工股、发行可转债的行为（基本情况见下表），导

致股本历经调增。截止到 2005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3,410,946,136 股。 

公司设立后的股本变更、利润分配、历次融资等情况统计如下表，具体

情况详见下章“四、公司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种类 次数 时间（年） 

送红股 10 次 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1997、1998、1999、2004 

公积金转增 4 次 1993、2003、2004、2005 

配股 3 次 1991、1997、2000 

定向发行法人股 1 次 1991 

发行职工股 1 次 1995 

可转债 2 次 2002、2004 

（三）、 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

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按深经发审证字第 113

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房地产开发。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在深圳、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成都、武汉、

南京、长春、南昌等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进行住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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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产状况及经营业绩 

截止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资产为 155.34 亿元，净资产为 62.02

亿元；2004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6.67 亿元，同比增长 20.2%，净利润

8.78 亿元，同比增长 62%。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中

期财务报告，公司的总资产为188.78 亿元，净资产为 66.58 亿元；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43.34 亿元，净利润 7.95 亿元。 

万科是自深圳交易所推出信息披露评级以来少数几家每年都获得“优

秀”评级的公司之一。2004 年，万科在财经传媒《亚洲货币》(Asiamoney)

组织的 2004 年度亚洲“最佳公司治理”公司评选中名列中国地区第 1 名，

在最佳管理公司的评选中荣获中国地区第 3名；在“中国首届企业公民行为”

评选中得票数居境内企业第一位、在“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中名列第二

位。万科的良好业绩、企业活力及盈利增长潜力受到市场广泛认可。 

（五）、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下财务数据源引自业经审计的公司 2004 年、2003 年、2002 年财务报

告，以及公司已公告但未经审计的 2005 年中期财务报告：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1—6月 2004 年 2003 年 2002 年

主营业务收入 4,334,228,230.75 7,667,226,237.03 6,380,060,435.28 4,574,359,629.05

净利润 795,052,559.21 878,006,255.08 542,270,658.17 382,421,274.06

总资产 18,878,575,570.48 15,534,422,529.76 10,561,040,095.70 8,215,822,308.3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6,657,719,739.15 6,202,198,786.70 4,701,359,103.82 3,506,963,985.91

资产负债率（以母公司

报表为基础）
32.21% 32.12% 34.28% 36.90%

资产负债率（以合并报

表为基础）
63.21% 59.42% 54.92% 56.76%

每股收益 0.233 0.386 0.388 0.606

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0.233 0.391 0.378 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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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

薄)
11.94% 14.16% 11.53% 10.90%

每股净资产 1.95 2.728 3.368 5.55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28 0.46 -1.06 0.20

每股净现金流量 -0.35 0.95 -0.16 0.61

（六）、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情况 

截止 2005 年 9 月 29 日，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1、国家拥有股份 237,376,418 6.96 

2、募集法人股 259,895,565 7.62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497,271,983 14.58 

二、已流通股份    

1、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2,365,849,955 69.36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547,898,112 16.06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2,913,748,067 85.42 

三、股份总数 3,411,020,0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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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产权界定和确认 

公司的前身为 1984 年 5 月成立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办公设

备、视频器材的进口销售业务。1987 年更名为“深圳现代科仪中心”，1988

年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1988 年 11 月,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深

府办(1988)1509 号”文的批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公进行股份制改组，

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股本总额为 41,332,680 股，其中深圳市现代企业有限公司

按资产净额 13,246,680 元折股 13,246,680 股，折股价每股 1元，后该部分

股份被认定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同时，公司向其他发起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 A股股票 28,086,000 股，发行价每股 1元，募集资金共 28,086,000 元。

1991 年 1 月 29 日，公司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 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股票简称“深万科 A”，证券代码“0002”。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额（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资产净额转入

其中：国家股

                   法人股

13,246,680

7,948,008

5,298,672

32.05% 

19.23% 

12.82% 

其他发起人股和社会公众股 28,086,000 67.95% 

合    计 41,332,680 100%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的批准程

序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纠纷及风险。 

（二）、 发行人的历次股本变动及大股东变更 

1、 历次股本变动 

（1）、 分配利润、配售新股及向法人单位发售新股 

1991 年 5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91）深人银复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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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号”文《关于深圳万科公司一九九〇年度分红扩股的批复》批准，公司

向全体股东实施 199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5 股送红股 1 股，共送红股

8,266,536 股；同时在总股本 41,332,680 股的基础上，按照每股人民币 4.4

元的价格，每 2 股配售 1 股的方案配售新股 20,666,340 股；同时向法人单

位以每股 4.8 元的价格定向发售新股 7,700,000 股，向法人单位发售的新股

后被锁定为非流通股。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77,965,556 股。 

（2）、 分配利润 

1992 年 3 月，经公司第四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每 5 股送 1

股红股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92,364,611 股。 

（3）、 分配利润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1993 年 3 月，经公司第五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深

圳经济特区分行“深人银复字（1993）第 123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每 4 股

送 1 红股、每股派现金 0.06 元、公积金每 4 股转增 1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送红股与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为每 10 股派 5 股。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138,546,916 股。 

（4）、 向境外投资者发行 B 股 

1993 年 3 月，公司发行 4,500 万股 B股，每股发行价格港币 10.53 元，

募集资金 45,135 万港币，主要投资于房地产开发，该等股份于 1993 年 5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深万科 B”，证券代码“2002”。此

时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183,546,916 股。 

1993 年 12 月，公司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为“CHINA 

VANKE CO.，LTD.”。 

（5）、 分配利润 

1994 年 5 月，经公司第六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 A股每 10 股

送红股 3.5 股、派现金人民币 1.5 元，B 股每 2000 股送红股 485 股、派现

金人民币 208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242,955,336

股。 

（6）、 分配利润 

1995 年 6 月，经公司第七届股东例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5 股、派现金人民币 1.5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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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总额增至 279,398,636 股。 

（7）、 实施公司职员持股计划 

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人银复字（1993）第 123 号”文

批准，1995 年 10 月，由公司特别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实施职员股份计划，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1 元，共计发行 8,826,500 股。该计划实施后形成

的股本计入 1995 年公司总股本中，使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288,225,136 股。 

（8）、 分配利润 

1996 年 6 月，经公司第八届股东例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 股、派现金 1.4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公司股本总额

增至 317,047,649 股。 

（9）、 分配利润 

1997 年 6 月，经公司第九届股东例会决议，公司实施全体股东每 10 股

送红股 1.5 股、派现金人民币 1元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万科股本总额

增至 364,604,796 股。 

（10）、 配股 

1997 年 6 月，公司以每 10 股配 2.37 股的比例实施配股，其中 A 股配

股价人民币 4.5 元/股，实际配售股数 66,973,802 股，B 股配股价港币 4.2

元/股，实际配售股数 19,278,825 股，共募集资金折合人民币 3.83 亿元，

主要投资于深圳住宅开发。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450,857,423 股。 

（11）、 分配利润 

1998 年 5 月，经公司第十届股东例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 股、派现金股息 1.5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公司股本

总额增至 495,943,165 股。 

（12）、 分配利润 

1999 年 6 月，经公司第十一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全体股东

每 10 股送红股 1 股、派付现金 1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送股后，公司股本总

额增至 545,537,481 股。 

（13）、 配股 

2000 年初，公司以每 10 股配 2.727 股的比例实施配股，配股价 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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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实际配售 85,434,460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6.25 亿元，主要用于公司

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开发。配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630,971,941 股。 

（14）、 发行可转债及转股 

2002 年 6 月，经公司 200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2］52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1,500 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15 亿元。该部分可

转债于 2002 年 6 月 28 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简称“万科转债”，债券代码

“125002”。 万科转债在 2002 年 12 月 13 日至 2003 年 4 月 23 日期间可以

转换为公司流通 A 股。截至 2003 年 5 月 22 日，“万科转债”累计转股

29,586,656 股，此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676, 899,970 股。 

（15）、 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3 年 5 月，经公司第十五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2元、公积金转增 10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转增后，公司

的总股本增至 1,353,799,940 股。 

（16）、 分配利润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4 年 5 月，经公司第十六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实施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现金 0.5 元、送红股 1 股、公积金转增 4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方案实施后，公司的总股本增至 2,273,627,871 股。 

（17）、 发行可转债及转股 

2004 年 9 月，经公司 200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51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1990 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19.9 亿元。该部分

可转债于 2004 年 10 月 18 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简称“万科转 2”，债券代

码“126002”。 万科转 2于 2005 年 3 月 24 日起可以转换为流通 A股，截至

2005 年 6 月 17 日，“万科转债 2”累计转股 336,220 股，公司股本总额达

2,273,964,091 股。 

（18）、 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5 年 6 月，经公司第 17 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以 2005 年 6 月

17 日收市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向全体股东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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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3,410,946,136 股。 

2、 大股东变更 

（1）、 股份划转 

1999 年 7 月，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深府办函[1999]24 号”文及

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深国资办[1998]117 号”文批准，公司第三大

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将其持有公司部分国有法人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93%）划转给其全资附属公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

团）公司。 

划转后，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增至9.35%。 

（2）、   中国华润受让股权 

2000 年 6 月 20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将

其持有的公司 8.1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国华润。 

同年 12 月，中国华润受让添发庆丰（常州）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股份后，持有公司 A 股股票达公司总股本的 12.37%，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 

此外，由于公司第二大股东 CREDIT LYONNAIS SECURITIES（ASIA）LTD

所持的占公司总股本2.71%的 B股为中国华润之全资子公司——华润（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润置地”）实际持有。因此截止 2001 年 9 月 30 日，中国华润及其

关联公司共持有公司 15.08%的股份。 

（3）、   华润股份受让股权 

2003 年 6 月 27 日，由于中国华润实施重组，改制设立华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润股份”），因此将其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合计 156,151,498

股（其中国有股 102,311,198 股，法人股 53,840,300 股）及 2,295,420 张

可转债全部转让给华润股份。 

此外，根据重组安排，中国华润的全资子公司华润集团的全部权益也转

由华润股份拥有，因此公司原第二大股东 CREDIT LYONNAIS SECURITIES

（ASIA）LTD 所持的股份也实际转由华润股份持有。 

此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华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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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一）、 持股 5%以上非流通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1、 持股 5%以上非流通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467,063,500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号华润大厦 27 层 

法定代表人：陈新华 

经营范围：对金融、保险、能源、交通、电力、通讯、仓储运输、食品

饮料生产企业的投资；对商业零售企业（含连锁超市）、民用建筑工程施工

的投资与管理；石油化工、轻纺织品、建筑材料产品的生产；电力及机电产

品的加工、生产、销售；物业管理；民用建筑工程的施工、民用建筑工程的

外装修及室内装修；技术交流。 

主营业务：日用消费品制造与分销；地产及相关行业；基础设施及公用

事业。 

股权结构：中国华润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持有华润股份16,464,463,526

股国家股，占其股本总额的 99.984211%；其他四家发起人中国粮油食品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

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分别持有华润股份 650,000 股国有法人股，分别占其

股本总额的 0.003947%。 

财务状况：截止 200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资产总额 1,079.73 亿元，

净资产 328.61 亿元；2004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67.93 亿元，净利润 21.28 

亿元。 

2、 持股 5%以上非流通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华润总公司 

注册资本：966,176.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号华润大厦 2701－2705 

法定代表人：陈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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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包括地产、食品、啤酒、石化、零售、纺织、水泥、电力、

微电子等。 

主营业务：日用消费品制造与分销、地产及相关行业、基础设施及公用

事业。 

财务状况：截止 200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资产总额 1076.76 亿元，

所有者权益 329.06 亿元；2004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67.99 亿元，利润总

额 46.05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8 亿元，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13.13 亿元。法定代表人： 

3、 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1）、 中国华润、华润股份持有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持有 99.98% 

 

 

                            持有 15.14%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中国华润、华润股份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互

相担保、互相占用资金的情况。 

（2）、 华润股份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止到 2005 年 9 月 29 日，华润股份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权属不存在争议，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非流通股 流通A股 流通B股 合计

华润股份（股） 351,340,871 88,285,383 76,830,876 516,457,130 

占总股本比例 10.30% 2.59% 2.25% 15.14%

中国华润 

华润股份 

万科 

 
20



万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二）、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非流通股的情况 

截止到 2005 年 9 月 29 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21,140,675 3.551 法人股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230,200,196 6.749 国家股

刘元生 51,471,571 1.509 法人股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6,527,851 0.778 法人股

陕西证券有限公司 16,559,248 0.485 法人股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62,017 0.140 法人股

深圳市核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4,762,017 0.140 法人股

新疆金科电子信息开发公司 4,293,067 0.126 法人股

蛇口社会保险公司 4,277,399 0.125 法人股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49,651 0.113 法人股

海南南华金融公司（现为深圳发展

银行海口分行） 

3,815,383 0.112 法人股

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36,368 0.098 法人股

天安(深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81,009 0.070 法人股

青岛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100,618 0.062 法人股

鸿联灯饰有限公司 1,924,826 0.056 法人股

深圳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1,190,493 0.035 法人股

南山劳动服务司 1,179,661 0.035 法人股

深圳市新得宝工贸有限公司 1,128,407 0.033 法人股

苏州工业园区亿迪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1,074,681 0.032 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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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特种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1,000,683 0.029 法人股

深圳经济特区免税商品企业公司 981,648 0.029 法人股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962,406 0.028 法人股

深圳市益华现代企业有限公司 594,999 0.017 法人股

国营华北光学仪器厂 327,208 0.010 法人股

上海万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2,470 0.006 法人股

新能源蛇口有限公司 38,484 0.001 法人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113 0.000 法人股

惠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贸易部 9,612 0.000 法人股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7,176,222 0.210 国家股

总计 497,271,983 14.58 －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前，除上海万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万科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全资子公司，深圳经济特区免税商品企业公司与深

圳市投资控股公司之间，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南华金融公司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海南南华金融有限公司为深圳发展银行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后被撤销，并在其基础上组建了深圳发展银行海口分行）外，其他非流

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05 年 9 月 29 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流通 A股 88,285,383 股、流通 B股 76,830,876 股；刘元生持有公司流通 A

股5,962,606股；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流通A股676,890

股，东方特种钢材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流通 A股 508 股。在董事会公告本

改革说明书前六个月内，刘元生增持公司流通 A 股 610，000 股，上海万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让公司流通 A股 432,550 股。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在董事

会公告本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

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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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持有公司 5%以上非流通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及买卖公司

股份情况 

经中国华润确认，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布前两日未持有公司的流通股股

份，且在之前六个月内也未有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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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股权分置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稳定和

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本公司

董事会在持有非流通股股份超过公司非流通股股份三分之二以上的华润股

份有限公司的提议下提出了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 制定方案的基本原则 

1、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文件中有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改

革指导精神，本方案将遵循充分保护公司股东权益，特别是广大流通股股东

权益的原则。 

2、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兼顾公司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

远利益，妥善解决公司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的历史遗留问题。 

3、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尽量减少公司股价波动，维护市场稳定。 

4、制定简洁易行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便于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有更加

深入的了解，顺利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1、 方案概述 

持有非流通股股份超过万科非流通股股份三分之二的华润股份向持有

万科流通 A股的股东安排一定的对价，所有非流通股股份获得在 A股市场的

流通权；其他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不安排对价，也不就其持有的非流通

股股份获得对价。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原万科

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在 A股市场的上市流通权。 

2、 对价安排 

华润股份的对价安排为：于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公司流通 A 股股票将获得华润股份发行

的 8份认沽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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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价安排具体内容 

认沽权证 

1)、权证简介 

权证类别：认沽权证 

份数：每 10 股流通 A股发行 8份 

行权价格：3.73 元/份 

发行方式：免费派送 

标的证券：万科 A股股票 

行权方式：百慕大式 

行权比例：1:1，即 1 份认沽权证按行权价格向华润股份出售 1 股公司

A股股票 

权证存续期间：自上市之日起 9个月 

行权期间：权证存续期内最后五个万科 A股股票交易日 

交易期间：权证上市日至权证开始行权之前一交易日（含当日） 

结算方式：证券给付方式结算，即认沽权证的持有人行权时，应同时交

付公司 A股股票，以从华润股份获得相应的行权价款。 

期后未行权认沽权证的处置：存续期后未行权的认沽权证将予以注销。 

2）、认沽权证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应予调整的情形和具体调整方法 

公司 A股股票除权、除息的，认沽权证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将按以下规

则调整：  

A、当公司 A 股股票除权时，认沽权证的行权价格、行权比例将按以下

公式调整：  

新行权价格＝原行权价格×（公司 A 股股票除权日参考价 / 除权前一

日公司 A股股票收盘价)； 

新行权比例＝原行权比例×（除权前一日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 / 公司

A股股票除权日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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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公司 A 股股票除息时，认沽权证的行权比例保持不变，行权价格

按下列公式调整：  

新行权价格＝原行权价格×（公司 A 股股票除息日参考价 / 除息前一

日公司 A股股票收盘价）。 

权证的上市日期：认沽权证的上市交易尚需深交所核准，核准后本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予以公告。 

4、 流通权的获得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原非流通股股份获得在 A股

市场的流通权。 

5、 华润股份的承诺 

第一、根据法定承诺义务，华润股份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第二、华润股份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

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万科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且出售价格不低于本次所发行的认沽

权证行权价的 120%（出售价格将按权证行权价的调整方式在法定限售期内

进行调整）。 

6、 其它非流通股东的法定义务 

其它非流通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7、 华润股份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所持流通 A 股获得认沽权

证的处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华润股份所获得的认沽权

证不可参与交易。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所获得的认沽权证在其任职期

间不可参与交易，也不可行权。 

8、 关于“万科转 2”的规定 

“万科转 2”的持有人，如果在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

年 11 月 4 日）当日或之前将所持“万科转 2”转换成股票，则获得认沽权

证。  

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含当日）的交易日，不论“万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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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万科转 2”是否停牌，“万科转 2”均可转股。 

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后，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

日，“万科转 2”暂停交易和转股。 

9、 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说明 

万科本次股权改革的对价安排的执行结果为由华润股份按每 10 股流通

A股免费派送 8份认沽权证。  

10、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10.3% G＋注 1 注 1、注 2 

其余 27 家非流通股股东合计 4.28% G＋注 1 无额外承诺 

G：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注 1、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即股改方案实施后

首个交易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注 2、承诺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万科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且出售价格不低于本次所发行的认沽权证行权价

的 120%（出售价格将按权证行权价的调整方式在法定限售期内进行调整）。 

11、 方案实施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为华润股份免费派送认沽

权证，不涉及股份变化，因此，对价安排实施前后，公司非流通股和流通股

股份的数量和相关比例不发生变动，但非流通股份合计 497,271,983 股，在

方案实施后成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2、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办法 

除华润股份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无需做出对价安排，其所持非流通股股

份直接获得流通权。 

（三）、 华润股份提供履约担保事项 

为履行对价安排，华润股份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在相关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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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网络投票表决前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履约担保函。 

（四）、 华润股份发行认沽权证的可行性 

华润股份本次发行认沽权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的条件，且权证义务的履行能够得到充分保证。 

1、 万科 A 股票符合权证标的股票的要求 

截至 2005 年 9 月 29 日，万科的总股本为 3,411,020,050 股，流通股

本为 2,913,748,067 股，其中流通 A 股股本为 2,365,849,955 股。该日前

20 个交易日万科 A 股股票平均流通市值约为 88.72 亿元，前 60 个交易日

万科 A股股票交易累计换手率 99.07％。万科 A股股票在流通股本、流通市

值和交易换手率等方面均符合权证标的股票的要求。 

2、 权证规模和存续期符合要求 

华润股份本次计划按照每10股流通A股发行8份的数量发行认沽权证，

按照万科目前流通 A 股股本的规模，发行的认沽权证远超过 5000 万份；且

权证存续期为上市之日起 9个月。因此权证规模和存续期符合要求。 

3、 华润股份具备履约能力，并将提供符合要求的履约担保 

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华润股份总资产 1,079.73 亿元，净资产

328.61 亿元，2004 年度实现净利润 21.28 亿元，具有履行认沽权证义务的

能力。同时，为履行对价安排，华润股份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在相

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表决前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履约担保函。 

（五）、 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本

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如下： 

1、 股权分置改革后万科合理估值水平的依据 

以市盈率法评估公司价值是成熟资本市场通常采用的方法之一。随着股

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公司股权结构的体制性问题将得到解决，资本市场对公

司价值评判的标准也将与国际标准趋于一致。 

考虑到国内房地产的成长性以及万科在行业中的地位，预计股权分置改

革后，公司的市盈率将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同类公司估值水平接近，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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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测算并确定对价水平。 

（1）、 国际资本对万科的估值 

万科作为同时发行 A股和 B股的公司，B股的市盈率可以基本反映国际

资本对公司的价值评估。 

“万科 B”的投资者以境外机构投资者为主。截至 2005 年 8 月 31 日，

公司 B股前 50 大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 B股总股份的比例为 75.87%，其中机

构投资者所持股份占公司 B股总股份的比例为 73.21%。 

万科 B股股价以及市盈率水平详情如下： 

2005年9月30日股价 复权至 2004 年度 

分红派息及转增前的股价 

（按1:1.03的汇率折算） 

静态市盈率 

 

当日收盘价 6.81元 17.64倍 

30日均价 6.73元 17.44倍 

240日均价 5.45元 14.11倍 

（2）、 香港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估值 

根据香港联交所统计资料，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共 102

家，其 2005 年 8 月初的平均市盈率水平为 16.98 倍。而香港四大主要房地

产开发商，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信和置业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水平为 21.71 倍。 

参考“万科 B”和香港成熟资本市场的市盈率水平，本方案实施后万科

A 股的市盈率水平应在 14.11～21.71 倍之间。本方案选择市盈率水平最低

值 14.11 倍为测算依据。 

2、 方案实施后万科 A 股的理论价格对价的制定依据 

根据万科2004年年报披露的数据，万科2004年度每股收益为0.386元，

方案实施后，万科A股复权至2004年度分红派息及转增前的价格预计为5.45

元（0.386×14.11＝5.45 元），除权后的股票价格为 3.53 元。 

3、 对价安排的理论测算 

假设： 

R——每股流通 A股理论上应获得的股份数量 

P——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告前一交易日“万科 A”的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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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每股万科 A股的理论价值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权益不受损害，则 R应满足下列公式要求： 

（1+R）V ≥ P 

按照万科 14.11 倍市盈率计算的股权分置改革后的理论价值 V 为 3.53

元，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告前一交易日（2005 年 9 月 30 日）收盘价 P

为 3.59 元，则：为保护流通 A 股股东权益不受损害，每股流通 A 股理论上

应获得的股份数量 R 为 0.0170 股，即每 10 股流通 A 股理论上至少应获得

0.17 股。 

4、 本次认沽权证的价值测算 

（1）、 行权价格的确定 

万科 2005 年 10 月 10 日公告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选取 2005 年 9 月

30 日“万科 A”的收盘价 3.59 元为行权价格。经过与流通 A 股股东的充分

沟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认沽权证行权价格由 3.59 元/份调整至

3.73 元/份,调增 3.899%。 

（2）、 权证的理论价值 

华润股份本次发行的认沽权证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

价值。根据国际通行的权证估值模型━B-S 模型，以 2005 年 9 月 30 日公司

A股收盘价、过去 9个月股票波动率、无风险收益率、权证存续期及行权价

等相关数据测算，本次发行的认沽权证的理论价值为 0.4658 元/份。 

5、 对价安排的确定 

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所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为进一步保障流通 A股股

东利益，降低流通 A 股股东面临的风险，华润股份向流通 A 股每 10 股免费

派送 8 份认沽权证，参考本次发行的认沽权证的理论价值和 9 月 30 日收盘

价，则每 10 股流通 A股实际获得相当于 1.0379 股股份的价值。 

鉴于华润股份仅持有万科 10.30%的非流通股份，最少需要免费派送的

认沽权证数量约为 18.93 亿份，同上依据，理论上华润股份每 10 股送出      

6.99 股。如果可转债全部转股，则华润需要免费派送约 23.39 亿份认沽权

证，相当于每 10 股送出 8.64 股。即理论上华润的送出率在 69.9%～86.4%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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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权分置改革对流通 A 股股东权益的影响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华润股份为万科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

向每 10 股流通 A 股做出免费派送 8 份认沽权证的对价安排，该对价水平高

于上述理论对价测算值，使流通 A股股东的权益得到保障。因此，招商证券

认为万科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是在平衡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基础上，按照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的原则做出的，是公平合理的。 

（六）、 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及为履行承诺提供的保证 

1、华润股份承诺事项及保证 

根据华润股份按照法定承诺义务做出的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

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万科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且出售价格不低于本次所发行的认沽权证行权价的 120%（出售价格将

按权证行权价的调整方式在法定限售期内进行调整）。 

由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

记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对承诺人所持限售股份进行锁定，该锁定

措施从技术上为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义务提供了保证，因此，承诺人有能力

履行承诺，无须对限售期限进行担保安排。 

针对“出售价格不低于本次所发行的认沽权证行权价的 120%（出售价

格将按权证行权价的调整方式在法定限售期内进行调整）”，华润股份承诺如

有违反上述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资金划入万科帐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2、  上述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华润股份如未按照上述承诺事项履行承诺义务的，将按照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如给流通 A 股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华润股份声明 

对于所出具的承诺，华润股份做出声明如下：华润股份将忠实履行承诺，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华润股份将所持的有限售条件的万科股份转让给

第三方，转让前提为第三方受让人必须同意并有能力承担上述承诺责任，否

则，华润股份不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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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公司股权目前处于分置状态，部分股份在交易所挂牌上

市流通，部分股份不能在交易所上市流通。股权分置状态使公司治理存在制

度上的缺陷，理论和实践中导致以下可能：在股份的权利和义务上无法实现

同股同权；在市场估值上无法实现同股同价；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在公司治理

中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和保障；妨碍了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公司各类股东、

管理层的利益不能进一步协调，约束激励机制无法建立健全。 

有鉴于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同股同权、同股同价的实现，使

公司的所有股份处于平等地位，夯实了公司治理的基石，将大力推进公司治

理深化，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 

1、有利于形成统一的估值标准，协调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股权

分置改革后，公司原非流通股在安排相应对价后可以上市流通，所有股份以

市场价格为估值标准，公司各类股东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为公司治理创造

统一的价值基础。 

2、有利于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股票价格

的变化将对所有股东产生相同的财务结果，促使公司股东更加关注公司的法

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作规范化程度和运作透明度；同时资本市场将通过

并购、金融创新、市场声誉等渠道对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层产生积极影响，

约束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有效地建立起多层次的市场约束机制，

使公司真正成为一个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公众公司； 

3、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深化，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为公司股东提供更

加丰厚的回报。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将参照成熟国家资本市场的先进经验，

在我国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进行金融创新，积极探索引进股票期权，建

立多层次的激励机制。 

4、有利于形成投资者保护机制，促进公司治理的全面完善。股权分置

改革后，公司管理层和主要股东将更加关注公司的市场形象，更加密切与投

资者的关系，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在公司治理中将得到充分的表达，形成

投资者权益市场保护机制，使公司治理目标在更高层面上实现。 

（八）、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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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孙建一、李

志荣、李家晖、徐林倩丽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根据华润股份有限公司的提议，制定了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我们认真审阅了该方案，认为该方案的制定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

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精神。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还将通过

向流通 A股股东征集投票权、发布召开 A股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公告、提供

网络投票技术安排、组织进行分类表决、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各项措施

在程序上充分尊重和保护流通 A股股东的权利。 

我们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充分保护广大流通股股东

的权益，兼顾公司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并将彻底解决公司长期

以来存在的股权分置问题，形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共同的

利益基础，从而对公司的治理结构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和

市场稳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方案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的利益； 

2、本次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 股股

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纳了广大流通 A股股东意见的基

础上形成的，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3、同意本次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暨对《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及摘要的调整。 

4、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所

发表的意见，不构成对前次意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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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风险提示及处理方案 

（一）、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公司在此特别提请包括公司流通 A 股股东及可转债持有人在内的投

资者注意，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存在以下风险： 

1、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前需得到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能否得到或及时得到批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此，本公司和华润股份将积极与国资委沟通以便及时取得批文。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事项尚须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该方案及事项必须经参加表决的 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 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存在无

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有效通过的可能。 

为此，本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

会、网上路演、机构投资者走访、征集意见函发放等多种方式与流通 A股股

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广泛征求其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

东基础，从而争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事项获得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 

3、认沽权证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其交易、定价、估值等相对复杂，价

格波动性相对较大，投资认沽权证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投资者可能面临较

大的投资风险。 

针对此，本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协助华润股份履行相

关的披露义务，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提高投资

者对权证投资的认识，帮助投资者理性看待权证的投资价值。 

（二）、 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其他风险及相应的处理方案 

除了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的风险外，在本次改革过程中还可能出

现华润股份因支付能力不足导致无法实施对价安排的风险。 

华润股份作为一家注册资本为 1,646,706 万元的股份公司，自 2003 年

成立以来经营状况良好，2004 年度实现净利润 21.28 亿元，预计未来的业

绩增长稳定，实施对价安排的能力具有可靠保障。此外，为履行对价安排，

华润股份将按照深交所的要求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表决前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履约担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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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聘请的中介机构及其出具的意见 

（一）、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中介机构 

本公司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信达律师所”）。 

（二）、 相关中介机构持有和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招商证券截止到公告改革说明书前两日（即 9 月 29 日）共持有公司流

通 A股 1,124,780 股；前六个月共计买入公司流通 A股 7,325,315 股、卖出

公司流通 A股 6,280,535 股。 

信达律师所在本改革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未持有万科流通股股份，前六个

月也未买卖万科流通股股份。 

（三）、 保荐机构意见 

招商证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就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出具保荐意见书，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相关文件和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华润股份为所有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 A 股股东安排的对价合

理，并已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万科进行股权分

置改革工作。 

针对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出具补充保荐意见书认

为： 

1、本次方案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 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

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 A 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对流

通股股东的尊重，进一步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方案进行调整后，认沽权证的理论价值由原来 0.3896 元/份增至 0.4658 元/份，

 
35



万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次股改方案的对价安排由原来的每 10 股流通 A 股理论上获得 0.76 股增至 1.0379

股。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4、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四）、 律师意见 

信达律师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就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发表

结论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华润股份、万科具备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资格；招

商证券具备作为万科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资格；华润股份本次向万科的所有流通 A

股股东免费派发认沽权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权证发

行上市条件；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及实施程序，不涉及万科股份变化，没有损害

全体股东包括 B 股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针对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律师补充法律意见书认为： 

调整后的万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及批准；没有损害万科全体

股东包括 B 股股东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万科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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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备查文件 

 

1、保荐协议 

2、华润股份出具的修改后的承诺函 

3、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4、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5、相关保密协议 

6、独立董事意见函及补充意见 

7、国资委对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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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本次改革的相关当事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 63 号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石 

联系人： 肖莉 

电话：0755－25606666 

传真：0755－83152041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号华润大厦 27 层 

法定代表人：陈新华 

联系人：黄崇起 

电话：010-85192617 

传真：010-85192633 

保荐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8－45 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保荐代表人：王苏望 

项目主办人：柴伊琳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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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或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东风大厦 21 层 

负责人：许晓光 

经办律师： 麻云燕  韦少辉 

电话：0755－83243139 

传真：0755－8324310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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