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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扩大业务规模，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

物业”）拟以协议方式受让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安物业”）10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16.1万元。吉安物业是南昌市天虹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天虹置业”）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完成前述股权收购后，吉安物业将成为中航物业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关系 

南昌天虹置业是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虹股份”）的下属企

业，公司与天虹股份的控股股东均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1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购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3 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石正林、汪名川、张志标、钟宏伟、郭剑、

肖章林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郭明忠、华小宁、宋博通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介绍 

（一）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南昌天虹置业成立于 2011年 6月 17日，法定代表人为高书

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路 318

号天虹商场 8楼。经营范围是：自有房屋租赁；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以

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深圳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南昌天虹置业 100%股权。 

3、关联关系：南昌天虹置业是天虹股份的下属企业，天虹股份与公司的控

股股东均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因此南昌天虹置业是公司的关联方。 

4、南昌天虹置业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2016 年 159,491.06 24,332.11 261,073.29 10,946.14 是 

2017 年 9 月 168,489.26 26,690.90 211,030.39 10,544.54 否 

（二）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中航物业成立于 1992年 3月 25日，法定代表人为石正林，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飞亚达大厦八

楼、九楼。经营范围是：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自有房屋租赁；市政工程管理、

绿化工程、环境卫生、生活网点、餐饮企业等提供管理和服务；空调、水电、机

电设备的上门安装、上门维修、上门保养；房屋上门装修、维修；企事业单位的

后勤服务和管理；会议、礼仪的策划和咨询；废旧物资回收（由分支机构经营，

执照另行申办）；机动车辆停放服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物业管

理软件的开发；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经营电子商务；

家政服务；收送干洗衣物；日用百货、初级农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汽车租赁；

酒店管理；票务代理；为公园和游览景区提供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车队、

车辆管理与服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劳务派遣；餐饮服务；预

包装食品零售（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食用油、烟、酒类销售（由

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国内旅游（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

KTV（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酒吧（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

提供棋牌服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代驾（由分支机构经营，执

照另行申办）；健身（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保健按摩服务（由分支

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美容美发（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汽车

保养美容（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保安服务。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中航物业 100%股权。 

3、中航物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2016 年 159,491.06 24,332.11 261,073.29 10,946.14 是 

2017 年 9 月 168,489.26 26,690.90 211,030.39 10,544.54 否 

（三）经公司查询，以上交易双方均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四）关联关系图 

本次交易双方中航物业和南昌天虹置业的关联关系图如下：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标的为南昌天虹置地持有的吉安物业 100%股权。 

（一）标的基本情况 

1、吉安物业成立于 2013 年 04月 11日，法定代表人为高书林，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50万元，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西、广场南路北。

经营范围是：物业服务；房屋租赁；洗车服务、停车服务；园林绿化工程（凭有

效资质证经营）。 

2、股权结构：南昌天虹置业持有吉安物业 100%股权。 

3、吉安物业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2016 年 239.97 -1.74 634.34 8.60 是 

2017 年 9 月 212.23 -38.39 657.04 -36.65 否 

4、吉安物业主要业务 

吉安物业主要管理项目为九洲天虹广场项目（九洲上郡小区）。该项目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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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朝阳新城抚生南路与九洲大街交汇处，由南昌天虹置业所建，占地

43,444㎡，总建筑面积约 323,522 ㎡。项目规划为 4栋住宅、1栋办公和大型商

业，目前正在建设中。 

（二）交易标的的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经公司查询，本次交易标的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3、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一）审计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3月 15日出具的瑞华审

字[2017] 01360023 号《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吉安物业的总资产为 239.97 万元，净资产为-1.74 万元。

2016年 1-12月吉安物业实现营业利润 8.58万元，实现净利润 8.6万元。 

（二）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天虹商

场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1002号）：选

用收益法，吉安物业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1.74

万元，评估值 16.10万元，评估增值 17.83万元。  

（三）成交价格 

参考前述资产评估结果，中航物业与南昌天虹置业经协商确定：由中航物

业向南昌天虹置业支付股权转让款 16.1 万元，受让南昌天虹置业所持有的吉安

物业 100%股权。 

五、拟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 

1、南昌天虹置业同意向中航物业转让其所持有的吉安物业 100%股权，中



航物业同意受让该股权。转让标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文“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相关内容所述。 

2、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 年 11月 30日，吉安物业的新增经营收益归南

昌天虹置业所有，新增负债及税赋依法律规定应由吉安物业股东承担的，则由南

昌天虹置业负责承担。 

（二）转让价格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吉安物业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1.74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备案

确认。 

根据市场原则，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南昌天虹置业持有的吉安

物业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1万元。 

（三）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中航物业应按以下时间和条件将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给南昌天虹置业：

（1）第一期付款金额为 10 万元，在交易各方完成签订协议转让合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完成支付；（2）第二期付款金额为 6.1万元，在双方已完成将吉安物业

的 100%股权过户到中航物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四）协议的变更： 

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协议。经协商变更本协议的，双方应另签订

补充协议。 

（五）有关费用的负担 

各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在本次交易中产生应由该方承担的相关税款和费

用。因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向工商行政主管提交变更登记文件等手续而产生

的行政收费等杂费由双方各承担 50%。 

（六）本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并经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者

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六、本次投资事项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中航物业顺利承接业

务，扩大客户群和业务规模，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开发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2017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南昌天虹置业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7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南昌天虹置业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05,031.43元。 

八、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明忠、华小宁、宋博通对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中航物业收购吉安物业 100%股权，将扩大公司物业管理业务规模，为公司带来

一定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并为公司可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同

时本次交易以第三方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经友好协商确定股权收购价格，交易

价格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做

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的决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瑞华审字[2017] 01360023 号《吉

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四）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2017]第 1002 号《天虹商场

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吉安市吉州区天虹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