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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拟收购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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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拟通过收购绍兴华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绍兴华裕”）及自然人周华祥、钟富苗合计持有的重庆宇晟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宇晟”）100%的股权，取得重庆宇晟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两路

组团目标地块的全部开发建设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灿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灿瑞”）与转让方绍兴华裕、周华祥、钟富苗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协

议约定，重庆灿瑞拟收购绍兴华裕持有的重庆宇晟 5.5%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8,197.02 万元；拟收购周华祥、钟富苗持有的杭州工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工发”）10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140,761.12 万元。收购完成后，重庆灿

瑞将合计持有重庆宇晟 100%的股权，获得重庆宇晟项下目标地块的全部开发建设权。 

上述交易完成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交易前）                            （交易后） 

2、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一： 

公司名称：绍兴华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7405182782 

成立日期：2002年 06月 19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现代大厦 2幢 2301室 

法定代表人：周松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贰级） 

股东情况：章月娟，持股比例为 60%；浙江华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 

章月娟、浙江华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

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转让方二：  

周华祥，中国国籍，浙江省绍兴县人，持有杭州工发 82.60%的股权。周华祥与

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转让方三： 



钟富苗，中国国籍，浙江省杭州市人，持有杭州工发 17.40%的股权。钟富苗与

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灿瑞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3YMH1Q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09日 

住    所：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正街219号1栋1-2# 

法定代表人：李非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从事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一：重庆宇晟 5.5%股权 

1、重庆宇晟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宇晟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8ECA3P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17日 

住    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319号4-10-37（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法定代表人：周艺洋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 

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绍兴华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 货币 5.5% 

杭州工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90 货币 94.5% 

合计 2000 - 100% 

重庆宇晟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2、重庆宇晟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61,669.77 61,910.97 

负债合计 59,699.96 59,962.49 

净资产 1,969.81 1,948.48 

 2017 年 1-12 月 2018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8.68 -21.00 

 

（二）交易标的二：杭州工发 100%股权 

1、杭州工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工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793691218T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29日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西子国际金座2幢606室 

法定代表人：周松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除证券、期货）、承办会展、企

业管理咨询、室内装饰设计；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百货。 

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周华祥 1652 货币 82.6% 

钟富苗 348 货币 17.4% 

合计 2000 - 100% 

杭州工发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2、杭州工发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118.80 3,092.48 

负债合计 1,229.59 1,228.50 



净资产 1,889.21 1,863.98 

 2017 年 1-12 月 2018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68.38 -25.22 

（三）重庆宇晟下属项目基本情况： 

重庆宇晟于 2017 年 6月 9日与重庆市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取得本项目开发权，且已支付土地的全部出让金、契税等费用。本项目位于重庆

市两江新区两路组团，总面积约为 274亩共 6宗地，已全部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土

地信息如下（具体规划指标以相关《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函》为准）： 

序号 证号 

土地面

积（平方

米）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用途 

使用权终止日

期 

地块 1 
2018 两江新区不动产

权第 000630610 号 
8,723 不大于 21,808 ≤2.5 

城镇住宅

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2067 年 6

月 30 日；批发

零售用地、商

务金融用地：

2057年6月 30

日 

地块 2 
2018 两江新区不动产

权第 000630576 号 
19,338 不大于 48,345 ≤2.5 

地块 3 
2018 两江新区不动产

权第 000630566 号 
44,324 不大于 121,005 ≤2.73 

地块 4 
2018 两江新区不动产

权第 000630623 号 
59,483 不大于 178,449 ≤3.0 

地块 5 
2018 两江新区不动产

权第 000630599 号 
16,389 不大于 40,973 ≤2.5 

地块 6 
2018 两江新区不动产

权第 000630548 号 
34,552 不大于 86,380 ≤2.5 

   本项目尚未开工，也不存在土地抵押情况。  

 

四、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

名称 
转让方 

受让

方 

交易

标的 

股权转让

款（万元） 

债务承担

款（万元） 

交易步骤及款项支付 

交易前

提 

计价

基准

日 

支付日期 

股权

过户

比例 

支付款

项（万

元） 

《股

权转

让协

议

书》 

转让方一：

绍兴华裕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重庆

灿瑞

置业

有限

公司 

重庆

宇晟
5.5%

股权  

8,197.02 59,963.36 

公司指

定的金

融机构

完成不

良债权

收购，

并将对

应收购

款项按

本协议

约定支

付至对

应共管

账户 

暂定
2018

年 8

月31

日 

达到协议约定

的支付条件，转

让方按约定将

全部股权工商

变更登记至受

让方且取得新

的营业执照后 

100% 75,000 

转让方二：

周华祥 

转让方三：

钟富苗 

杭州

工发
100%

股权 

140,761.12 78.50 
2018年 12月 30

日前 
— 134,000 

周松祥、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为本次收购的转让方及受让方提供履约

担保。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2、本次收购涉及的人员安置：标的公司重庆宇晟现有在职员工 2 人，转让方绍

兴华裕承诺在重庆宇晟管理权交割前解除上述人员的劳动用工关系。标的公司杭州工

发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3、本次收购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 “东进南下”、 “1+3+N”战略，布局都市圈轮动区域上的价值洼地。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增加公司的资源储备，为公司经营目标和未来

可持续性发展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通过并购、合作等多元化投资模式，公

司可以获得新的较低成本的可开发资源，有利于提高公司房地产项目的盈利能力。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