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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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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9

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167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业绩承诺 

半年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基础产业集团2017年1-6月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9,546.28万元，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

诺153,424.29万元的77.92%。上半年营业收入为55.07亿元，主要来源于处置英智

建设、英平建设、大新华雅秀、广州寰城实业等投资性房地产。请公司： 

1、分别披露英智建设、英平建设、大新华雅秀及广州寰城实业是否为通过

2016年10月完成的重大资产重组注入公司的资产（以下简称重组资产），如是，

请分别披露注入时的账面价值、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价值及交易价格、评

估增值情况，并说明上述资产在公司合并报表中的会计处理及依据。 

公司回复： 

英智建设、英平建设均系2016年10月新设成立，其中，英智建设的主要资产

为海口海航大厦12-15层、17-18层、20-30层、地下负1层商业部分、地下负2层物

业；英平建设主要资产为海南大厦主楼负1层、34-37层、39-45层。该两家公司

的主要资产均是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大新华雅秀及广州寰城实



业是2015年8月31日重大资产重组时注入的资产。 

注入时（2015年8月31日）的上述资产账面价值、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

价值及交易价格、评估增值情况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 账面值 评估方法 
评估价值及

交易价格 
增值率 

注入时资产入

账科目 

英智建设1
 113,784.24 收益法 118,725.45 4.34% 

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 

英平建设2
 43,087.20 假设开发法 93,298.85 116.53% 存货 

大新华雅秀 42,323.43 收益法 86,860.91 105.23% 股权 

广州寰城实业 130,340.93 收益法 131,701.86 1.04% 股权 

注：注入英智建设的重组资产在2015年8月31日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账面价值为113,784.24万元，其中投资性房地产－成本55,885.64万元，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57,898.60万元。 

上述重组资产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之前已经是重组

标的基础产业集团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其资产，2016年10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

重组后，公司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式合并基础产业集团的报表，

但基础产业集团及下属公司作为被收购公司并不存在会计处理事项，上述资产仍

维持其原有计量基础及账面价值。 

2、分别披露出售上述重组资产的评估价值及交易价格、出售时合并报表显

示的账面价值，说明出售上述股权对公司报告期损益的影响，相关会计处理及

依据，是否合理；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征询年审会计师意见，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1 由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英智建设尚未成立，此处的账面价值及评估值以其持有的主要资产——海口海

航大厦部分楼层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计量。由于重组评估时，海口海航大厦为整体评

估，此处部分楼层的账面价值及评估值以其占整体的账面价值及评估价值的百分比与整体资产所对应的账

面价值及评估值相乘计算得出。 
2 由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英平建设尚未成立，此处的账面价值及评估值以其持有的主要资产——海南大

厦部分楼层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值计量。由于重组评估时，海南大厦为整体评估，此处

部分楼层的账面价值采用出售所对应的账面价值，此处部分楼层的评估值以其整体的评估值对应的每平方

米均价（具体区分车库和办公楼）和英平建设持有的部分楼层的建筑面积相乘计算得出。 



公司回复： 

英智建设、英平建设、大新华雅秀及广州寰城实业出售时的股权评估价值、

交易价格、出售时合并报表显示的账面价值、对公司报告期损益的影响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出售时股权

评估价值 

出售时股权

交易价格 

合并报表的

账面价值 

合并报表损3

益影响 

对合并归母

净利润的 

影响 

英智建设 122,221.06  122,221.05  121,164.32 65,271.09 39,696.45 

英平建设 113,346.42  113,346.42 44,087.20 69,259.22 43,147.87 

大新华雅秀  83,407.17  83,407.17 73,475.40 9,931.77 8,619.20 

广州寰城 143,927.11  145,000.00  111,928.46 33,071.54 28,758.67 

合计 462,901.76  463,974.64  350,655.38 177,533.62 120,222.19 

注：英智公司合并报表损益影响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出售时股权

交易价格

（A） 

合并报表

的账面价

值（B） 

合并报表损益影响 

股权处置

形成的损

益(C)=

（A）-（B） 

视同处置投资性房地产形成的损益 

合计 

(G)=(C)+(F) 
投资性房

地产评估

值（D） 

存货转投资

性房地产时

的历史成本

（E） 

处置投资性

房地产损益 

(F)=(D)-(E) 

英智建设 122,221.05 121,164.32 1,056.73 120,100.00 55,885.64 64,214.36 65,271.09 

出售时相关的会计处理及依据如下： 

公司简称 控股股东的会计处理 依据 

英智建设 

借：长期股权投资-广州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现金补价 

    贷：长期股权投资-英智建设 

        投资收益 

《企业会计准则 2

号——长期股权投

资》：处置长期股

权投资，其账面价

值与实际取得价款

之间的差额，应当

计入当期损益。 

英平建设 

借：长期股权投资-航良 

银行存款—现金补价 

    贷：长期股权投资-英平建设 

        投资收益 

大新华雅秀 

借：长期股权投资-广州德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现金补价 

    贷：长期股权投资-大新华雅秀 

                                                        
3  合并报表损益的影响不含各种税负的影响，如印花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投资收益 

广州寰城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广州寰城 

    投资收益 

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

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

上述处置资产均属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的子公司，处置所形成的

损益在原重组标的层面上应该按照处置价款扣除账面成本及相关交易税费后作

为处置收益。 

因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形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被重组方资产和负债均

以账面价值在海航基础（上市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列示，处置时会计处理应

按正常处置资产进行。公司按上述方法进行账务处理具有合理性。 

3、对比公司收购上述重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本次出售价格的差额，和本次

出售对公司利润贡献的金额，如果前述差额和出售对公司利润贡献金额不一致

的，结合本次出售资产的相关会计处理，说明不一致的原因，并结合公司在收

购重组资产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卖出的原因及重组决策是否审慎，说明通过出售

重组资产完成业绩承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请重组财务顾问和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 

（1）重组资产两次交易差额和出售对公司利润贡献的金额不一致的原因 

重组资产两次交易价格差异情况及本次出售对利润贡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上次重组 

交易价格 
本次出售交易价格 差额 

本次出售对归

母净利润的贡

献金额 

英智建设 118,725.45 122,221.05 3,495.60 39,696.45 



英平建设 93,298.85 113,346.42 20,047.57
4
 43,147.87 

大新华雅秀 86,860.91 83,407.17 -3,453.74
5
 8,619.20 

寰城实业 131,701.86 145,000.00 13,298.14 28,758.67 

公司收购上述重组资产的交易价格与本次出售价格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价格

差额与利润贡献金额不一致主要是由于重组交易并不改变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致。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上市公司海航基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

式购买其控股股东海航实业下属全资子公司基础控股所持有的海航基础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产业集团”）100%股权，上述重组资产属于基础产

业集团旗下公司所属资产。该等重组交易的交易双方为海航基础与基础控股，基

础产业集团仅为交易标的，因此该等交易并不影响基础产业集团及其子公司的会

计处理。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前后，上述重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会根据重组交

易价格进行调整。 

本次重组资产出售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出售长期股权投资，应以账

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确认当期损益。 

因此，本次重组资产的出售对基础产业集团利润的贡献为本次出售交易价格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并非两次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 

（2）公司在收购资产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卖出的原因及重组决策是否审慎 

① 上市公司前次购买上述重组资产的原因 

2015 年 6 月，上市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2015 年 11 月，上市

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预案；2016 年 2 月，上市公司先后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重组方案；2016 年 7 月，重大资产重组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月，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资产交割。 

海航基础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是为了 A. 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B. 解

决和同为海航集团旗下从事商业百货业务的上市公司供销大集（000564.SZ）之

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因此，海航基础购买了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和机场运营

                                                        
4 英平建设主要资产为海南大厦部分楼层，原重组注入时，海南大厦尚在建设，此次出售时，海南大厦已

完工，资产状态存在较大差异。 
5 大新华雅秀差额为负数的主要原因为重组至本次出售期间存量贷款产生财务费用。 



管理业务的基础产业集团 100%股权，从而将主营业务由商业零售转型为基础设

施项目投资开发与运营。 

上述重组资产主要为公司在房地产开发业务过程中形成的部分持有型物业

（英智建设主要资产为海口海航大厦部分楼层、英平建设主要资产为海口海南大

厦部分楼层、大新华雅秀主要资产为上海海航大厦部分楼层、寰城实业主要资产

为广州寰城海航广场）。该等资产为公司在正常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中产生，且置

入时尚未对外出售，因此，随着相关房地产开发公司股权一起进入上市公司。 

② 本次将部分重组资产出售的原因及重组决策是否谨慎 

本次出售重组资产主要包括：A. 海口海航大厦部分楼层；B. 海口海南大厦

部分楼层；C. 上海海航大厦部分楼层；D. 广州寰城海航广场。性质上均为公司

的持有型物业。 

公司出售部分持有型物业主要原因如下： 

A．海航基础战略转型的需要 

自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以来，海航基础一直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基础设

施投资运营管理商，并力争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相关业务，因此对公司

的资产结构和经营策略进行了部分调整，将部分自持型物业进行出售，以回笼资

金并更好地拓展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相关业务中。 

B. 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的需要 

海南大厦、海口海航大厦、上海海航大厦部分租赁客户为海航集团及其关联

方。最近 3 年，海航基础每年因收取海南大厦、海口海航大厦、上海海航大厦的

租金，与上述关联方产生一定金额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其中，仅就海口海航大厦

出租，公司每年收取关联方租金约 6,000 万元。上述资产出售后，该等关联交易

金额将大幅降低。因此，出售重组资产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C. 符合房地产行业经营特点 

房地产企业在开发项目过程中，在出售大部分开发完成的房产、物业的同时，

考虑到市场周期性波动、企业对未来房价趋势的预期情况、企业本身的资金状况



等原因，也会主动或被动持有部分物业（尤其是写字楼、商场等商业地产），用

于出租或自用。在适当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会考虑将该等物业对外转让。 

房地产开发为海航基础的主营业务之一，因此公司的经营模式也符合房地产

企业的经营特点和商业惯例。 

综上，该等重组资产为基础产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正常的房地产开发

经营中产生，且前次重组置入时尚未对外出售，随着基础产业集团股权一起进入

上市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决策是基于审慎考虑的基础上作出的。而公司

本次出售上述持有型物业是公司根据其最新的发展战略相应作出的经济决策，有

利于减少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也符合房地产行业的经营特点。 

（3）通过出售重组资产完成业绩承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 

① 适时出售持有型物业符合房地产行业经营特点 

如前所述，房地产行业在开发过程中持有部分物业，用于自用、出租或择机

出售，符合房地产行业的经营特点，该等资产出售属于房地产企业的正常商业行

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② 本次出售价格公允 

本次出售资产评估定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办法 
评估报告

号 

评估机构

是否具有

证券期货

业务资质 

评估基准

日 
评估值 交易作价 

英智建设 100%

股权 

中瑞国际

资产评估

（北京）有

限公司 

成本法 

中瑞评报

字[2017]第

000304 号 

是 2017/5/31 122,221.05 122,221.05 

英平建设 100%

股权 

坤元资产

评估有限

公司 

成本法 

坤元评报

[2017]338

号 

是 2017/5/31 113,346.42 113,346.42 

大新华雅秀

100%股权 

中瑞国际

资产评估

（北京）有

限公司 

成本法 

中瑞评报

字[2017]第

000303 号 

是 2017/5/31 83,407.17 83,407.17 



寰城实业 100%

股权 

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

任公司 

资产基础

法 

中企华评

报字[2017]

第 1122 号 

是 2017/4/30 143,927.11 145,000.00 

如上表所示，本次出售资产的价格均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独立第三方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如前述问题一、2中回复所述，公司账务处理具有合理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重组资产两次交易差额和出售对公司利润贡献的金额不一致主要是由

于重组交易并不改变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所致。 

（2）前次重组时购买上述重组资产，主要是由于该等资产为基础产业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在正常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中产生，且置入时尚未对外出售，随

着基础产业集团股权一起进入上市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决策是基于审慎

考虑的基础上作出的。出售上述持有型物业是公司根据其最新发展战略作出的经

济决策，有利于减少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也符合房地产行业的经营特点。 

（3）房地产企业适时出售持有型物业，符合行业经营特点；本次出售资产

的价格均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

础确定，价格公允。因此，本次出售上述资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出售英智建设、英平建设、大新华雅秀及广州寰城实业的公告披露，上

述资产均为投资性房产，出售该等资产是为了推动公司战略转型，请结合上述

股权对应地产项目的用途、处置行为的性质、公司战略转型方向，出售与日常

经营的关系，说明处置收益未计入非经常性损益是否合理及依据，并说明相关

会计处理是否征询年审会计师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英智建设、英平建设、大新华雅秀及广州寰城实业对应的资产分别是海口海



航大厦12-15层、17-18层、20-30层、地下负1层商业部分、地下负2层物业；海南

大厦主楼负1层、34-37层、39-45层；上海海航大厦1-5层、12-20层及地下负3层

物业；广州寰城海航广场物业。上述资产分别在2011年、2016年、2015年、和2016

年已竣工，均为公司的持有型物业，目前是已出租状态，部分空房是待出租或待

售状态。 

结合公司对前面第三个问题中战略转型方向、出售该部分持有型物业主要原

因的回复内容，同时结合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一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的相关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

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

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公司房地产业务在开发过

程中，将已开发完成的产品用于出租、择机分次或一次性出售，符合房地产行业

生产的日常经营特点，属于房地产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公司通过出售股权的形

式从而实现资产销售，也是房地产企业惯用的商业手法，其实质与企业的经营业

务直接相关，因此出售上述资产的处置收益计入经营性损益。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整体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地产项目是行业内通常采用的方式，上述股权

转让的实质是存货（地产项目）的销售，该类业务在未来具有持续性、经常性，

且与公司经营相关等特征。海航基础将其作为经常性损益列示无不当。 

5、分业务披露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其中涉及房地产收入的，分别按照直接

出售房产项目和出售股权分别披露项目或公司名称及收入金额与出售股权的公

司名称及收入金额，并结合上述情况、报告期内房产项目的预售和结算情况，

说明公司房地产业务的经营情况。 

（1）公司分业务营业收入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地产业务 373,734.77 

机场业务 82,731.89 

工程管理、设计及咨询业务 8,236.55 

百货业务 62,618.72 



其他 23,377.21 

合计 550,699.14 

（2）公司地产业务按类型及项目营业收分列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板块  类型 项目  营业收入 

地产板块 销售 

住宅 

海航国际广场 2,465.17 

豪庭 A14 10,679.24 

儋州望海国际花园 740.74 

豪庭 C21 30,040.81 

子爵三期 933.40 

男爵公馆 4,616.25 

康乐悦居 8,208.18 

望海国际广场公寓 3,236.01 

三亚海航城一期 156.43 

三亚海航城二期 2,062.48 

三亚学苑二期 154.86 

三亚海阔天空二期 8,001.86 

深圳海航城 2,503.83 

陵水 YOHO 湾 18,326.67 

小计 92,125.94 

写字楼 

海南大厦 17,216.40 

以股权形式处置海

南大厦（海南英平建

设开发） 

112,347.00 

以股权形式处置海

口海航大厦（海南英

智建设开发） 

120,100.00 

寰城海航广场 4,176.68 

小计 253,840.08 

商铺 

儋州望海国际花园 262.16 

三亚海航城一期 714.40 

陵水 YOHO 湾 1,624.94 

小计 2,601.50 



车位 
海口海航城 75.00 

陵水 YOHO 湾 127.90 

小计 202.91 

销售合计 348,770.43 

出租 

写字楼 

上海海航大厦 5,729.43 

海口海航大厦 2,187.06 

海南大厦 2,792.11 

海航国际广场 124.52 

寰城海航广场 375.42 

小计 11,208.54 

商铺 

上海祝桥仓库项目 135.24 

苏州甪直仓库项目 695.76 

日月广场 12,924.81 

小计 13,755.81 

出租合计 24,964.34 

地产营业收入合计 373,734.77 

计入投资收

益的股权处

置 

处置大新华雅秀 9,931.77 

处置广州寰城实业 33,071.55 

股权处置合计 43,003.32 

 地产板块业务合计  416,738.09 

（3）报告期内房产项目的预售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报告期内 

销售面积 

（平方米） 

报告期内 

销售金额 

（万元） 

报告期内 

结算面积 

（平方米） 

报告期内 

结算金额 

（万元） 

1 海口海航城 677.40 205.60 581.07 75.00 

2 琼海男爵公馆 10,606.08 12,476.45 4,241.97 4,616.25 

3 
子爵三期 

（橡树林山居） 
2,345.29 3,634.38 603.43 933.40 

4 康乐悦居 26,230.26 28,234.42 8,450.49 8,208.18 

5 
儋州望海 

国际花园 
3,085.44 1,739.39 2,011.21 1,002.90 

6 
铂爵公馆（三亚海

阔天空二期） 
2,811.28 8,928.73 2,655.07 8,001.86 

7 寰城海航广场 254.08 937.20 1,250.98 4,176.68 

8 望海国际广场公寓 2,869.96 3,424.28 2,739.81 3,236.01 



9 海航国际广场 1,201.39 2,292.67 1,408.54 2,465.17 

10 深圳海航城 614.17 2,035.09 1,208.06 2,503.83 

11 
三亚海航城 

二期 
6,171.42 5,172.00 3,501.30 2,062.48 

12 
三亚海航城 

一期 
1,633.37 1,125.86 271.34 870.83 

13 
三亚海阔天空 

学苑一期 
637.88 668.04 - - 

14 
三亚海阔天空 

学苑二期 
806.41 818.84 160.80 154.86 

15 陵水 YOHO 湾 23,707.21 22,643.92 21,577.56 20,079.52 

16 海口海南大厦 65,265.76 123,214.41 7,659.95 17,216.40 

17 海口法苑里 90.00 45.00 - - 

18 
海航豪庭 

北苑二区（A12） 
36,383.17 57,503.97 - - 

19 
海航豪庭 

北苑一区（A14） 
2,653.29 5,212.52 12,499.71 10,679.24 

20 
海航豪庭 

南苑一区（C21） 
- - 22,265.21 30,040.81 

21 
海航豪庭 

北苑三区（A08） 
35,949.74 55,134.14 - - 

22 
海航豪庭 

北苑五区（A05） 
10,421.29 22,406.95 - - 

  合计  234,414.99 357,853.86 93,086.50 116,323.42 

从上表可看出，公司房地产行业的经营情况：  

2017年1-6月实现销售面积23.44万平方米，销售金额35.79亿，结算面积9.31

万平方米，结算金额11.63亿。 

二、关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2017年8月31日，公司拟将其所持东方京海84%的股权转让给海航集团控制

的海航实业，东方京海主要项目为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目前已竣工。东方京

海采用成本法评估，增值率为5.82%，增值1975万元。请公司： 

6、补充披露东方京海是否为重组资产，如是，请披露重组时的账面价值、

评估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价值及交易价格、评估增值情况。 

东方京海是重组资产，重组时的账面价值、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价值及

交易价格、评估增值情况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 账面值 评估方法 评估价值及交易价格 增值率 

东方京海 27,975.68 收益法 28,254.93 1.00% 

7、补充披露出售东方京海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公司回复： 

东方京海出售时合并报表账面价值、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价值以及交易

价格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 
合并报表

账面值 
评估方法 评估价值6

 交易价格7
 

东方京海 28,706.17 成本法 30,111.97 30,078.38 

 

出售东方京海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如下： 

公司简称 会计处理 损益影响（万元） 
对归母净利润的影响

（万元） 

东方京海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东方京海 

贷：投资收益 

1,372.21        1,195.88 

8、东方京海201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6年度营业收入为7.85亿元，营业成

本为7.42亿元，但是相关公告披露东方京海的开发项目北京海航国兴城于2017 

年4月竣工，请公司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核实并说明竣工前确认营业收入的原

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东方京海公司的北京国兴城项目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已于 2016 年 4 月

完成竣工备案，北区于 2017 年 4 月完成竣工备案，相关公告披露显示的竣工时

间为北区的竣工备案时间。2016 年确认的 7.85 亿收入为 2016 年 4 月已完成竣工

备案的南区的住宅及公寓对应的收入，2016 年未确认北区相关收入，因此不存

                                                        
6 评估价值为海航基础合并报表层面持有 84%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 
7 交易价格为海航基础合并报表层面持有 84%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格。 



在竣工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附南北区相关工程节点及文件信息如下： 

区域 南区 北区 

开工时间 2014 年 2 月 2014 年 9 月 

工程竣工时间 2016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 

规划许可证编号 
2013 规（顺）建字 083 号 

2013 规（顺）建字 085 号 

2013 规（顺）建字 0135 号 

2013 规（顺）建字 0136 号 

施工许可证编号 [2014]施[顺]建字 0015 号 [2014]施[顺]建字 0082 号 

竣工备案表编号 0247 顺竣 2016（建）0023 号 0299 顺竣 2017（建）0024 号 

9、补充披露北京海航国兴城截至目前的预售面积、预售金额、结算面积、

结算金额、销售价格、剩余面积、是否销售给关联方及销售面积，并结合该项

目拿地的时间和价格，对比周边同类项目的价格，说明以增值1975万元的价格

出售给关联方，作价是否公允，是否涉及向大股东输送利益。 

公司回复： 

 （1）北京海航国兴城截止目前的预售面积、预售金额、结算金额、销售价

格、剩余面积情况 

截止2017年8月31日，北京国兴城截止目前相关预售面积及剩余面积(单位：

平方米)如下： 

项目 业态 
南区 

总可售面积 

已售面积（即已签约面积）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未售面积 

（即未签约面

积）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已结算面积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已签约未结

算面积 

地上面积 

住宅  48,597.78   44,808.75   3,594.99   194.04  

办公 

（公寓） 
 19,090.16   14,134.08   4,956.08   -    

底商  1,314.27   -     371.52   942.75  

小计  69,002.21   58,942.83   8,922.59   1,136.79  

地下面积 

储藏室  6,118.00   -     1,796.10   4,321.90  

车库  4,909.92   3,765.12   -     1,144.80  

小计  11,027.92   3,765.12   1,796.10   5,466.70  



 

项目 

业态 
北区 

总可售面积 

已售面积（即已签约面积）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未售面积 

（即未签约面积）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已结算面积 

截至 2017年 8月 

31 日已签约未结

算面积 

公租房  30,000.00   -     30,000.00   -    

小计  30,000.00   -     30,000.00   -    

地下面积 

储藏室  3,834.40   -     -     3,834.40  

车库  5,887.00   -     -     5,887.00  

小计  9,721.40   -     -     9,721.40  

① 北京东方京海开发产品（南区）账面为13,391.63万元，系海航北京后沙

峪配套基地项目南区住宅、地下车位、底层商铺、储藏室和商住楼的已完工未结

转部分。 

A．住宅可售面积为48,597.78平方米，截至基准日已结转44,808.75平方米，

剩余3,789.03平方米未结转，剩余部分中有194.04平方米未售，3,594.99平方米已

与客户签订意向协议并确定住宅售价，协议总价50,060.29万元。 

B．南区可售储藏室共计175个，其中有121个已签订意向协议，协议总价851

万元整。 

C．南区可售车位共计385个，其中车位已经销售295个，90个未销售。 

D．南区底层商铺共计1,314.27平方米，其中有 371.52平方米已与客户签订

使用权转让协议，协议总价计1,000万元整。 

E．南区办公楼可售面积19,090.16平方米，已销售14,134.08平方米，剩余

4,956.08平方米已签署协议，未完成交付。 

② 北京东方京海开发成本（北区）账面为35,477.37万元，系在开发的海航

北京后沙峪配套基地项目的公租房底商、写字楼和酒店的相关成本等。 

A． 根据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北区公租房由政府全部回购，回购单价为4,500

元/平方米，公租房的单方成本为4,676.98元/平方米，面积为30,000平方米。 

B．储藏室及车库目前均未销售。 



C．办公写字楼（12,080平方米）、酒店（16,693.04平方米）及底商（1,348.12

平方米）作为自持部分，不进行销售。 

（2）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没有销售给关联方 

项目于2011年11月份取得土地，土地总价款为55,324.69万元，为解决海航集

团驻京员工的住房问题，同时加快资金回笼，项目于2012年开始对海航集团内部

员工进行预售，销售对象主要为员工个人。截止2017年8月31日，该项目不存在

销售给关联方的情形。 

（3）作价公允，不存在向大股东输送利益 

东方京海运营的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截止2017年8月31日已销售103,426.64

平方米，占可销售面积119,751.53平方米的86.37%，剩余部分主要为自持的写字

楼、酒店、商铺等商业、综合类物业及部分尾盘；公司将已完成销售的项目公司

以现金方式出售给关联方，主要是为了调整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

优化经营性现金流。 

公司本次出售东方京海84%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坤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出具的坤元评报[2017]477号《资

产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向大股东输送利益，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情形。 

10、海航集团承诺，海航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单独或与第三方，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海航基础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

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请公司结合上述地产项目的性质、

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关联方的主营业务，补充披露将上述项目出售给关联方的原

因及作价是否公允，并说明是否违反上述承诺，请重组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东方京海具体信息 

① 东方京海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东方京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11月3日； 

注册资本：37,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欣；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312室；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航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其67.568%的股权，海航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6.216%的股权，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持有其16.216%的

股权。 

② 主要资产 

东方京海成立于2011年11月，开发项目为海航北京后沙峪配套基地项目（亦

称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项目实际土地面积为65,095.78平方米，容积率不大于2，

绿地率30%，建筑控制高度45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地

下商业、地下综合（物业管理用房）和地下仓储；根据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资料，项目总建筑规模合计170,114.56平方米；

根据项目《房屋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项目建筑面积合计169,917.89平方米，包

括地上建筑面积130,066.5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9,851.38平方米（其中人防工

程11,410.29平方米）。 

③ 经营情况 

东方京海主要从事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的开发，该项目开工时间为2014年9

月，于2014年12月取得部分住宅的预售许可证，并分别于2016年4月、2017年4



月完成了竣工验收。截至2017年8月31日，公司住宅已销售面积为48,403.74平方

米，占住宅可售面积48,597.78平方米的99.60%。剩余部分主要为自持的写字楼、

酒店、商铺等商业、综合类物业。 

（2）上述项目出售给关联方的原因及作价是否公允 

截至2017年8月31日，东方京海运营的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已完成了绝大部

分已开发住宅的销售，剩余资产主要是自持的写字楼、酒店、商铺等商业物业；

公司将该等项目公司以现金方式出售给关联方，主要是为了调整公司的资产结

构，提高资产流动性，优化经营性现金流。 

公司本次出售东方京海84%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坤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出具的坤元评报[2017]477号《资

产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3）上述项目出售给关联方是否违反承诺 

海航基础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及机场投资运营管理；东方京海原主营业

务为房地产开发，但截至2017年8月31日，东方京海已将其所属的唯一房地产开

发项目，即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中绝大部分已开发的住宅完成销售；剩余资产主

要是自持的写字楼、酒店、商铺等商业物业。同时，东方京海的营业范围中已不

包含房地产开发业务，亦不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因此，东方京海截至2017

年8月末已不再实质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此外，根据东方京海2017年9月11日出

具的承诺函，东方京海未来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因此，将东方京海84%

股权出售给关联方，不会违反海航集团关于避免与海航基础同业竞争的承诺。 

综上，上述项目出售给关联方主要是为了调整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流

动性，优化经营性现金流；截至2017年8月末，东方京海所属北京海航国兴城项

目绝大部分已开发的住宅已完成销售，且其已承诺未来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

务。因此，上市公司将东方京海84%股权出售给关联方，不会违反海航集团关于

避免与海航基础同业竞争的承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述项目出售给关联方主要是为了调整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



优化经营性现金流；截至2017年8月末，东方京海所属北京海航国兴城项目绝大

部分已开发的住宅已完成销售，且其已承诺未来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因

此，上市公司将东方京海84%股权出售给关联方，不会违反海航集团关于避免与

海航基础同业竞争的承诺。 

三、其他 

11、半年报披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期初余额为65.01 

亿元，本期减少50.26亿元，其中处置金额为16.32亿元，其他转出为38.25亿元，

请公司详细列明报告期内投资性房地产变动的原因、处置和其他转出的投资性

房地产科目会计处理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投资性房地产变动的原因、处置和其他转出的处理依据见下

表： 

单位：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变动原因 

一、期初余额 6,501,000,860.25  

二、本期变动 -5,025,560,000.00  

加：存货转入 430,872,035.94 
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将装入英平建设的

资产由存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减：处置 1,631,872,035.94 

处置英智建设投资性房地产 120,100 万元、

处置英平建设投资性房地产 43,087.20 万

元，视同销售，在损益表中列示营业收入，

因此计入处置减少。 

    其他转出 3,824,560,000.00 

处置大新华雅秀股权，在损益表中列支投

资收益，视同为合并减少，因此计入其他

转出。 

三、期末余额 1,475,440,860.25  

 

特此公告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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