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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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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宜生”）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有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75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问询
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司公告称，收购人拟收购的资金来源于其所控制企业运营的分红收入及
项目投资收益。请披露其所控制企业近三年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披露收购人
个人的资产状况，说明是否存在向他人借款的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通过询问收购人黄树龙先生及查询相关公开资料，黄树龙先生旗下产业以
房地产及钢材、不锈钢为主。其所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
61.94%

1

广东国鑫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万
元

冶金生产及其生产的钢坯、工业及建筑用钢
材、不锈钢板、金属制品及金属铸造产品销
售；研发、加工、销售高炉废矿渣；普通货
物仓储；普通货物运输；货物装卸服务；码
头投资；废钢铁收购；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
处理。

2

广东华大不锈
钢有限公司

25,000 万
元

销售不锈钢板材及制品、五金制品、建材、
钢坯、水泥、普炭钢、特钢、焦炭、煤炭；
普通货运。

直接持股
20%、间接
持股 36%

3

深圳市中金华
业基金管理有

10,000 万
元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
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88%

1

限公司

4

5

深圳华业金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华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
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
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
投资；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
务。
10,000 万
元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
制项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业务。

56%

10,000 万
元

对房地产、工业的投资及国家允许的项目进
行投资；房地产开发；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

51%

直接持股
1.14%，间
接持股
50.32%

6

揭阳市侨信实
业有限公司

7,000 万
元

销售不锈钢板材及制品、金属材料（不含金
银）、五金制品、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
含危险品）、建筑材料

7

广东新大业投
资有限公司

5,000 万
元

对工业、房地产业的投资及国家允许的项目
进行投资；销售金属材料（不含金银）、五
金制品、五金交电、塑料制品、普通机械；
普通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直接持股
5%、间接持
股 45.9%

8

深圳市华业金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00 万
元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
兴办实业，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房地产
经纪，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95%

9

揭阳市源丰金
属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

1,000 万
元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不含医疗废弃物)；废旧物资回
收；铝材加工、销售。

直接持股
16.96%，间
接持股
29.55%

10

广东顺风港物
流有限公司

1,000 万
元

普通货物仓储、物流；码头投资；销售建筑
钢材、不锈钢板、铁矿石；国内贸易；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直接持股
16.96%，间
接持股
29.55%

324 万元

加工、销售不锈钢制品及板材；销售金属材
料（不含金银）、五金制品、五金交电、塑
50%
料制品、普通机械；普通货运；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250 万元

对农业，林业，畜牧业，工业，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
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直接持股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商业，住宿和餐饮业， 20%、间接
持股 36%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教育
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酒店业，房地产业，

11

12

揭阳市大业不
锈钢有限公司

揭阳市华大投
资有限公司

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
13

揭阳市大业投
资有限公司

100 万元

对工业、房地产业、酒店业的投资及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项目投资；物业管理；销售建
筑材料；国内贸易。

61.94%

14

揭阳市新日兴
投资有限公司

100 万元

对工业、房地产业、酒店业、码头的投资及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项目投资；物业管理；
销售建筑材料；国内贸易。

61.94%

15

揭阳市华业成
贸易有限公司

10 万元

销售不锈钢板材及制品、五金制品

100%

16

揭阳市桦隆物
资经营有限公
司

3 万元

销售金属材料、不锈钢材料、建筑材料、家
用电器、汽车配件。

50%

根据黄树龙先生提供资料，广东国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4 月，位
于广东省揭阳市空港经济区滨海工业园内，占地面积约 2000 多亩，总投资超 40 亿
元，具有年产 200 万吨钢生产能力的炼铁、炼钢、轧钢及配套 4 个万吨级泊位码头
等先进生产装备设施，是目前粤东地区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的民营钢铁企业。公司
主要产品包括 HPB300、HRB400(E)、HRB500(E)等品种的高速线材、高强度螺纹钢筋
及钢坯等。
广东国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收购人控制的主要的核心企业之一，具有较强的
盈利能力，其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12.31/2017 年
度
1,808,581,280.52
1,115,562,743.25
1,817,720,743.86
189,164,386.83
139,193,724.58

2018.12.31/2018 年
度
2,122,829,281.18
1,038,656,740.10
2,034,234,001.62
184,238,974.52
138,514,051.06

2019.12.31/2019 年
度
2,246,724,700.96
1,163,861,119.85
2,776,576,630.40
151,404,321.26
125,204,379.75

2020.9.30/2020 年前
三季度
2,304,266,590.56
1,228,132,664.45
1,707,189,448.33
85,377,785.93
64,271,544.6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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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国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架构图如下：

收购人所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广东华大不锈钢有限公司
2017.12.31/2017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450,237,035.54
306,186,365.99
2,454,478,999.10
90,109,345.41
67,582,009.06

2018.12.31/2018 年
度

2019.12.31/2019 年
度

486,104,862.43
420,181,524.32
2,644,754,105.93
151,993,544.44
113,995,158.33

590,648,893.30
439,329,951.80
2,747,554,449.33
158,864,569.97
119,148,427.48

2020.9.30/2020 年前
三季度

793,101,277.27
526,564,605.54
2,068,875,415.26
116,312,871.66
87,234,653.7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广东华大不锈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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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中金华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12.31/2017 年
度
16,239,245.01
16,374,601.13
1,707,063.51
159,539.94
119,654.96

2018.12.31/2018
年度
18,246,342.71
18,398,428.24
1,918,048.89
179,258.36
134,443.77

2019.12.31/2019
年度
19,619,723.34
19,783,256.17
2,062,418.16
192,750.92
144,563.19

2020.9.30/2020 年
前三季度
19,964,286.53
19,817,123.45
1,755,252.38
192,750.92
144,563.1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深圳华业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2019 年新设立的公司，其一年一期的财
务数据如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12.31/2019 年度
19,026,551.37
18,732,436.72
1,937,225.6
217,550.43
163,162.83

2020.9.30/2020 年前三季度
19,319,945.36
19,108,762.67
1,804,415.52
202,635.86
151,976.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广东华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2019 年新设立的公司，其一年一期的财务
数据如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12.31/2019 年度
593,749,818.62
442,430,877.12
2,753,416,987.93
162,999,137.07
122,249,352.80

2020.9.30/2020 年前三季度
803,288,455.52
536,751,783.79
2,091,345,877.51
129,895,776.00
97,421,831.9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收购，黄树龙先生已将不低于本次收购资金总额 20%的履约保证金 2,050
万元汇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
的履约保证。黄树龙先生已出具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承诺载明：黄树龙本次要约
收购资金来源均系其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以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
排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要约收购的情形。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出具《承诺函》承诺：“本公司/本人及关联方与收购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次要约收购人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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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 7 个交易日低于股票面值，终止上市的风险
较大。请公司核实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并充分提示终止上市
等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目前，公司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
信息。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票已连续 13 个交易日低于股票面值，如果
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
面值，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现就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之（五）项的规定，如果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
值，则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8 条规定，
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情形出现的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上
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起始日后的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6 条规定，公司出现连续 10 个
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的，应当在下一
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
直至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
决定之日。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公告称收购人基于对公司资产整合价值及业务发展空间的认可，拟实
施本次部分要约。请结合公司目前被立案调查，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2019 年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内控报告，2020 年 3 季报显示巨幅亏损等情况，核实
并明确披露:（1）收购人拟实施此次要约的收购目的；（2）收购人与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和公司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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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收购人拟实施此次要约的收购目的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本次要约收购主要基于对公司资产价值及业务
发展空间的认可，截至2020年3季度，宜华生活每股净资产为4.82元，高于股票面值，
另外宜华生活在中国境内拥有自有产权生产基地13个，土地面积4,000多亩，已有三
个厂区被列入‘三旧’改造范围；随着城市未来拓展，上述土地资源具有发展潜力；
综上，本人认为公司股票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所以实施本次要约收购；本次要约
收购不以终止*ST宜生上市地位为目的。”
收购人黄树龙先生已关注到公司股票价格跌破面值、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9 年财务数据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等情形，知悉公司存在终止上市的风
险。
2、经核查，收购人黄树龙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共同
投资行为或在同一公司同时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收购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近亲属关系；根据收购人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收购人
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公司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一致行动或关联关系。
四、公司公告称，收购人将尽快聘请财务顾问并不迟于2021年1月6日披露要约
收购报告书，请核实并披露收购人完成要约收购的明确时间安排。
目前，收购人黄树龙先生已聘请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律顾问天
津大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要约收购事项开展相关工作并编制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
见书，将于 2021 年 1 月 6 日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并不迟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期限拟定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至 2021 年 3 月 5
日。
特此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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