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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项目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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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信达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信达臵

业”）在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控股子公司海南幸福城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幸福城”）21%股权。转让完成后，海南

信达臵业持有海南幸福城 49%股权。海南融创基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融创公司”）按照海南产权交易所具体规定受让，

成交价为人民币 3,2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适用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2016

年度）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董事会对管理层授权事项的议案》，

已授权予公司管理层的出售资产单项目成交价格不超过 35 亿元。公

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海南信达臵业已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将海南幸福城 21%股权

在海南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转让，2017 年 12 月 5 日与受让方海南融

创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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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信达臵业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通过海南产权

交易所预公告、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将海南幸福城 21%股权在海南产

权交易所正式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3,200 万元。 

海南信达臵业成立于 2002 年 4 月，注册资本 23,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李明，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大道向东楼二楼，经营

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开发；建筑材料销售；商品房销售；室

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等。 

公告期满后，海南融创公司按照海南产权交易所具体规定受让，

成交价为人民币 3,200 万元。2017 年 12 月 5 日，海南信达臵业与海

南融创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适用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2016

年度）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董事会对管理层授权事项的议案》，

已授权予公司管理层的出售资产单项目成交价格不超过 35 亿元。公

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融创基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钟连胜； 

4.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77号中环国际广场21

层； 

5.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房地产经纪，自有物

业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建筑工程施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国内

贸易代理，国内贸易（国家限制经营及涉及前臵许可的除外），房地

产运营技术支持服务，旅游服务，旅游咨询，文体服务，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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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组织，承办体育赛事等。 

7.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6年末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8,435,801.85  

负债总额 802,148,302.34  

净资产 6,287,499.51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3,712,500.49  

8.交易对方股东情况：海南融创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是融创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是融创

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境内控股子公司，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是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1918.HK）的专业从事住宅及商业地产

综合开发的企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转让标的 

海南信达臵业持有的海南幸福城 21%股权。 

目前，转让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2.海南幸福城基本情况 

海南信达臵业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幸福城是海南信达臵业

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8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胡云海，经营范围主要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市政工程

项目的投资管理，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景点及其配套设施的经营管

理，旅游产品的经营；代办商务会议、会展、会务服务等。截至评估

基准日，海南幸福城的股权结构为：海南信达臵业持股 70%，北京宏

泰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截至公告日，海南信达臵业持股 70%，

海南融创公司持股 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9C%B0%E4%BA%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9C%B0%E4%BA%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9C%B0%E4%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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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幸福城拥有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南丽湖风景区东北侧的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宗，总占地面积约 44 万平方米，部分土地已开发，剩

余可建计容建筑面积约 11.75 万平方米，目前处于前期报建阶段。 

海南信达臵业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海南幸福城进行了专项审计，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7）

第 460ZC6610 号］。海南幸福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6年末 

（经审计） 

2017年7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633,025.23  191,139,982.48  

负债总额 206,507,166.85  209,560,140.60  

净资产 -17,874,141.62  -18,420,158.12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821,554.99  -546,016.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21,554.99  -546,016.50  

3.资产评估结论 

海南信达臵业委托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

证书》编号：11020131，《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编号：

0100041017）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海南幸福城股东权益的

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的评估方法，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在充分

考虑交易条件、公开市场、合法经营、资产持续使用、外部经济环境、

税赋税率、会计政策、基础资料真实准确完整、项目按计划开发等假

设条件的基础上，出具了《海南信达臵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

其持有的海南幸福城投资有限公司 21%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50017 号]，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9,114.00 36,081.41 16,967.41 88.77 

负债总计 20,956.01 20,956.01 0.00 0.00 

净资产 -1,842.01 15,125.40 16,967.41 921.14 

21%股权 -386.82 3,176.33 3,5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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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1.成交标的 

海南信达臵业持有的海南幸福城 21%股权。 

2.成交金额 

人民币 3,200 万元。 

3.交易方式 

经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按照规定通过协议方式实施产权交

易。 

4.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海南融创公司应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含已向海南产权交易所交纳的保证金）。 

5.股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海南融创公司向海

南幸福城提供借款人民币 4,588.17 万元，海南幸福城以该款项偿还海

南信达臵业借款。偿还后，海南幸福城尚有海南信达臵业股东借款

10,805.74 万元，海南幸福城将根据资金情况及时返还借款并支付利

息。从目前测算情况来看，海南幸福城所开发房地产项目具有较好的

开发前景、预期收益情况良好，海南幸福城无法偿还海南信达臵业借

款的风险可控。 

6.产权交割 

海南信达臵业收到海南融创公司按照约定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及代海南幸福城偿还的股东借款之日起 3 个工作日之内，双方配

合开展转让标的过户事宜。 

7.过渡期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工商变更完成日期间，海南幸福城的盈利

或亏损、风险由海南幸福城原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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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通过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丰富完善开

发业态，进一步提升项目价值和品质。完成股权转让后，将导致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公司预计可产生投资收益约 10,500 万元，其

中：转让 21%股权预计产生投资收益约为 2,955 万元，海南幸福城成

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后因核算方式变更预计产生投资收益约 7,545 万元

（以上各数据的具体金额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股权转让所得资金

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海南信达臵业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六、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2016 年度）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合同； 

3.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海南信达臵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

让所涉及其持有的海南幸福城投资有限公司 21%股权评估项目》[中

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50017 号]。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