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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1           公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8-111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

部《关于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

问询函【2018】第 78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对控股股

东国泰集团变更承诺相关事项作出说明。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交所作出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国泰集团变更上述承诺的具体原

因及合法合规性，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

关规定，并说明在披露重组方案时预计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不存在障碍

的依据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披露重组方案时预计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不存在障碍的依据

及合理性 

关于江苏国泰华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实业”）、江

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实业”）、江苏国泰华博

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华博”）、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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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汉帛贸易”）、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亿达实业”），向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集团”）购买的位于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处人才公寓相

关房产（以下简称“人才公寓”），根据相关文件，在披露重组方案

时人才公寓相关项目已办理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等建设文件。 

根据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于 2016年 1月 30日出

具的证明，规划建设局确认，国泰集团拥有人才公寓第 A 幢 4-18 层

房屋的所有权，并可依法对相关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规划

建设局将在相关材料齐备后为国泰集团办理权属证书手续，国泰集团

办理上述权属证书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根据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出具的

《关于国泰集团转让人才公寓的建议》，原则同意国泰集团将联合开

发的人才公寓转让给集团成员企业。 

据此，人才公寓于重组方案披露时已办理取得建筑工程规划、建

设相关手续，且国泰集团就办理人才公寓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向

集团成员企业转让人才公寓相关事宜，已取得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

区规划建设局及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的确认、同意，国泰集

团于重组方案披露时据此预计华盛实业、国华实业、国泰华博、汉帛

贸易及亿达实业（以下统称为“相关标的公司”）向国泰集团购买的

人才公寓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不存在障碍具有合理性。 

（二）本次控股股东拟变更承诺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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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出具的文件，规划建设局说明，自 2016 年原证明文件出具至今，由

于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政策和管理

要求进一步统一，根据目前的管理政策要求，国泰集团无法将人才公

寓的房屋所有权转让给集团成员企业。 

根据上述说明，因系管理政策要求，相关标的公司无法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就人才公寓办理取得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国泰集团作

出相关承诺客观上不能实际履行。根据国泰集团与相关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分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及上市公

司的说明，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经上市公司、

国泰集团及相关标的公司协商一致同意，决定解除相关方此前签署的

《房屋买卖合同》。 

（三）本次控股股东拟变更承诺的合法合规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规定：承诺相关方在作出承

诺前应分析论证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并公开披露相关内容，不得承诺

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可能实现的事项；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承诺相关方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无法履行

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承诺相关方应充分披露原

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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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履行承诺义务；上述变更方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

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监事会应就承诺相关方提出的变更方案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表意见。 

如前所述，披露重组方案时国泰集团合理认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未违反关于“不得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

可能实现的事项”的相关要求。考虑到国泰集团相关承诺客观上不能

实际履行，国泰集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已与相关标的公司协商一致，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

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核查意见。前述解决

方案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经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国泰集团本次拟变更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人才公寓于重组方案披露时已办理取得

建筑工程规划、建设及验收相关手续，且国泰集团就办理人才公寓的

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向集团成员企业转让人才公寓相关事宜，已取

得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及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办

公室的确认、同意，因此，在披露重组方案时预计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不存在障碍，具有合理性。 

根据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2018 年 11 月 12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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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说明，因系管理政策要求，相关标的公司无法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就人才公寓办理取得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国泰集团作出相关

承诺客观上不能实际履行。国泰集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已与相关标的

公司协商一致，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并将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且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国泰集团本次拟变

更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五）律师意见 

1、披露重组方案时预计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不存在障碍具有合理

性 

关于相关标的公司向国泰集团购买的人才公寓，根据相关文件，

在披露重组方案时人才公寓相关项目已办理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建设文件。 

根据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于 2016年 1月 30日出

具的证明，规划建设局确认，国泰集团拥有人才公寓第 A 幢 4-18 层

房屋的所有权，并可依法对相关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规划

建设局将在相关材料齐备后为国泰集团办理权属证书手续，国泰集团

办理上述权属证书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根据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出具的

《关于国泰集团转让人才公寓的建议》，原则同意国泰集团将联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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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人才公寓转让给集团成员企业。 

据此，人才公寓于重组方案披露时已办理取得建筑工程规划、建

设相关手续，且国泰集团就办理人才公寓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向

集团成员企业转让人才公寓相关事宜，已取得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

区规划建设局及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的确认、同意，国泰集

团于重组方案披露时据此预计标的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不存在障

碍具有合理性。 

2、变更承诺的具体原因 

根据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出具的文件，规划建设局说明，自 2016 年原证明文件出具至今，由

于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政策和管理

要求进一步统一，根据目前的管理政策要求，国泰集团无法将人才公

寓的房屋所有权转让给集团成员企业。 

根据上述说明，因系管理政策要求，相关标的公司无法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就人才公寓办理取得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国泰集团作

出相关承诺客观上不能实际履行。根据国泰集团与相关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分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及上市公

司的说明，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经上市公司、

国泰集团及相关标的公司协商一致同意，决定解除相关方此前签署的

《房屋买卖合同》。 

3、变更承诺的合法合规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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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规定：承诺相关方在作出承

诺前应分析论证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并公开披露相关内容，不得承诺

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可能实现的事项；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承诺相关方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无法履行

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承诺相关方应充分披露原

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

豁免履行承诺义务；上述变更方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

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监事会应就承诺相关方提出的变更方案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表意见。 

如前所述，披露重组方案时国泰集团合理认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未违反关于“不得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

可能实现的事项”的相关要求。考虑到国泰集团相关承诺客观上不能

实际履行，国泰集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已与相关标的公司协商一致，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

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此

出具了核查意见。前述解决方案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方

应回避表决，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变更承诺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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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本次交易采用国泰集团向相关方退还购房款本金和参照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以及相关方按照市场价格向国泰集

团支付房产交付日至 2018年 11月 15日期间的房屋租金的方式进行。

请说明在 2016 年重组过程中上述房屋资产评估方法及作价依据，并

说明两次估值及作价依据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原因及合理性，请

结合上次评估作价情况及截至目前上述房屋资产的评估价值说明本

次作价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相关房屋资产在本次重组交易中的估值及作价情况 

本次国泰集团与华盛实业、国华实业、国泰华博、汉帛贸易、亿

达实业分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涉及的房屋资产系国泰集团和张家港市悦丰投资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隶属于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

发区实业总公司持有其 99.8%的股权）联合建设，由张家港市悦丰投

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丰投资开发建设公司”）具体经

办，项目立项时建设单位为悦丰投资开发建设公司。上述房屋资产系

公共租赁住房，按照保障房政策严格控制所有权转让交易，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用途 房产坐落 
建筑面积

（㎡） 

房屋产权证

取得情况 

1 华盛实业 员工宿舍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

叉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14层 
583.64 尚未取得 

2 国华实业 员工宿舍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

叉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7-9 层 
1,750.92 尚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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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用途 房产坐落 
建筑面积

（㎡） 

房屋产权证

取得情况 

3 国泰华博 员工宿舍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

叉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4层 
583.64 尚未取得 

4 汉帛贸易 员工宿舍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

叉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15-16、

18 层 

1,584.46 尚未取得 

5 亿达实业 员工宿舍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

叉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5-6 层 
1,167.28 尚未取得 

上市公司于 2016 年实施了向控股股东国泰集团等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在本次重组过程中，相关标的公司华盛实

业、国华实业、国泰华博、汉帛贸易及亿达实业均采用收益法评估值

作为评估结论及交易作价。在收益法评估中，上述房屋资产均以评估

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值体现在收益法评估结论中。 

上述房屋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坐落 
建筑面积

（㎡） 

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万元） 

1 华盛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14 层 
583.64 391.04 

2 国华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7-9层 
1,750.92 1,210.59 

3 国泰华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4 层 
583.64 361.86 

4 汉帛贸易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15-16、18 层 
1,584.46 1,182.41 

5 亿达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5-6层 
1,167.28 732.47 

（二）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 

本次重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交易完成后，上述房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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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账面值被合并进入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科目。上述房屋资产在

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与 31 日）的账面值及本次退还购

房款本金及利息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坐落 
建筑面积

（㎡） 

评估基准日 

账面值 

（万元） 

退还购房款 

本金及利息 

（万元） 

1 华盛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

南二环交叉处人才公

寓第 A 幢 14 层 

583.64 391.04 489.39 

2 国华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

南二环交叉处人才公

寓第 A 幢 7-9 层 

1,750.92 1,210.59 1,409.89 

3 国泰华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

南二环交叉处人才公

寓第 A 幢 4 层 

583.64 361.86 453.41 

4 汉帛贸易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

南二环交叉处人才公

寓第 A 幢 15-16、18 层 

1,584.46 1,182.41 1,349.06 

5 亿达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

南二环交叉处人才公

寓第 A 幢 5-6 层 

1,167.28 732.47 920.83 

根据上表，本次国泰集团退还相关标的公司的购房款本金及利息

均高于相关房屋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与 31 日）的账面值。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次重组过程中，相关标的公司均采用收

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及交易作价。在收益法评估中，上述房屋资

产均以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值体现在收益法评

估结论中。根据国泰集团与相关标的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

除协议》，国泰集团退还给相关标的公司的购房款本金及利息金额均

高于相关房屋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因此，本次交易作价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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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问题三、请说明本次交易中相关方按市场价格返还租金的原因及

合理性，期间运营上述资产的运营成本是否由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承

担，《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是否约定上述运营成本的补偿方案。

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一）本次交易中相关方按市场价格返还租金的原因 

1、本次交易中相关方按市场价格返还租金的原因 2014 年 5 月

30 日，国泰集团已向相关标的公司交付相关房屋资产，相关标的公

司后续已对相关房屋资产实际进行了使用，将房屋资产提供给其员工

作为宿舍。 

此外，根据《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的约定，国泰集团将参

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相关标的公司补偿其支付购房款本金之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的利息。 

因此，鉴于相关标的公司对相关房屋资产已实际使用、国泰集团

将相关标的公司补偿其支付购房款本金对应的利息，基于对等性原则，

各相关标的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向国泰集团支付相关房屋资产的租赁

费用具有合理性。 

2、本次交易中相关房屋资产租金定价的合理性 

根据国泰集团与相关标的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

议》，相关房屋资产自 2014 年 5 月 30 日（房屋交付日）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的租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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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坐落 
建筑面积

（㎡） 

租金 

（元/平方米 年） 

1 华盛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14 层 
583.64 377.00 

2 国华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7-9层 
1,750.92 370.00 

3 国泰华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4 层 
583.64 351.00 

4 汉帛贸易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15-16、18 层 
1,584.46 385.00 

5 亿达实业 
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

处人才公寓第 A 幢 5-6层 
1,167.28 361.00 

经查询张家港市房屋中介机构网站，相关房屋资产（即人才公寓）

附近的居住房屋（暨阳湖皇冠、吾悦广场）的租金约为 490 元/平米 年 

— 550 元/平米 年。本次交易中，国泰集团拟向标的公司收取的人

才公寓的租金水平低于附近普通住宅，具有合理性。 

（二）相关房屋资产期间运营成本的承担 

自 2014年 5月 30日国泰集团向相关标的公司交付相关房屋资产

至今，相关房屋资产在此期间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日常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水电费、物业费、消防及电梯维护费以及部分房屋资产的装修费

及房产税。上述运营成本合计约为 687.53 万元（其中水电费、物业

费及消防及电梯维护费合计约为 58.23 万元、装修费 601.51 万元、

房产税 27.79 万元），在此期间均由相关标的公司承担。 

根据房屋租赁市场的惯例，房屋资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水电费、

物业费、消防及电梯维护费等日常费用，一般均由实际使用方承担，

因此《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未约定上述运营成本的补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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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4年 5 月 30 日，国泰集团已将相关房屋

资产交付相关标的公司使用鉴于相关标的公司对相关房屋资产已实

际使用、国泰集团将向相关标的公司补偿其支付购房款本金对应的利

息，基于对等性原则，各相关标的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向国泰集团支付

相关房屋资产的租赁费用具有合理性。 

相关房屋资产期间运营费主要包括水电费、物业费、消防及电梯

维护费以及部分房屋资产的装修费及房产税。根据房屋租赁市场的惯

例，水电费、物业费、消防及电梯维护费等费用一般由实际使用方承

担，因此《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未约定上述运营成本的补偿方

案。 

问题四、请说明本次交易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

响。 

答复： 

相关标的公司于 2013 年 8 月与国泰集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向国泰集团购买位于张家港市港城大道与南二环交叉处人才公

寓第 A 幢的房产。截至 2015 年 12 月，国泰集团已将房屋交付相关标

的公司使用，该人才公寓房产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故上市公司及

相关标的公司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并计提相应折旧。现上市公司及相关

标的公司与国泰集团协商一致同意，双方同意解除上述签订的《房屋

买卖合同》约定，国泰集团向相关标的公司退还购房款本金人民币

36,825,531.00元及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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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9,400,143.00 元，同时扣除相关标的公司在房屋使用期间的租金

人民币 9,390,786.00 元，差额为 36,834,888.00 元，上述价款支付

完毕后相关标的公司向国泰集团退还购买房屋。故相关标的公司对已

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人才公寓在解除协议生效时做固定资产处置处

理，该会计处理对上市公司损益影响情况计算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处置净收入    36,834,888.00  

减：截止 2018年 11月固定资产净值    33,990,302.82  

减：所得税        711,146.30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        887,541.04  

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税后净利润影响金额      1,245,897.85  

 

问题五、请你公司自查本次交易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变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否违反《股票上市

规则》及《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

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 

（一）本次交易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国泰集团于重组方案披露时合理预计标的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手

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并就此出具了相关承诺，后因管理政策要求，

国泰集团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客观上不能实际履行。根据上市公司董事

会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审议通过的《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标的公司将其向国泰集团购买的人才公寓第 A 幢的相关

房产退还至国泰集团，国泰集团向标的公司退还购房款本金并参照同

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同时标的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向国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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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付房屋使用期间的租金。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

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

求赔偿损失。据此，根据国泰集团与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分

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国泰集团与标的公司协商一

致，共同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由国泰集团退还购房款并支

付利息、由标的公司退还房屋并支付租金，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

解除的相关规定。 

在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中，人才公寓以评估基准日（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值体现在收益法评估结论中，本次交易中，国泰

集团返还给标的公司的购房款本金及利息金额高于人才公寓在评估

基准日的账面值。 

据此，国泰集团与相关标的公司协商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符

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控股股东变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

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

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

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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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

业承兑汇票；（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6）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

供资金，指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

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

拆借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

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

资金或者证券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下列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要求公司为

其垫付、承担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成本和其他支出；（2）

要求公司代其偿还债务；（3）要求公司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

拆借资金给其使用；（4）要求公司通过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其

提供委托贷款；（5）要求公司委托其进行投资活动；（6）要求公司为

其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7）要求公司在没有商品

和劳务对价情况下以其他方式向其提供资金；（8）不及时偿还公司承

担对其的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务；（9）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认定的其他

情形。 

国泰集团向标的公司转让人才公寓的房屋所有权，系为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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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非本地员工的住房问题，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且国泰集团与标

的公司所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国泰集团及标的公司的真实意思

表示；国泰集团始终与相关主管部门就房屋所有权转让事宜积极沟通，

不存在虚构交易并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情形。据此，因管理政策调整

而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不属于前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所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相关文件及国泰集团、上市公司的说明，

国泰集团向标的公司转让人才公寓的房屋所有权，系为标的公司解决

非本地员工的住房问题，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且国泰集团与标的公

司所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国泰集团及标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国泰集团始终与相关主管部门就房屋所有权转让事宜积极沟通，不存

在虚构交易并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情形。后续由于管理政策调整导致

标的公司无法办理人才公寓的产权登记手续，因此，国泰集团与标的

公司协商一致而拟定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不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构成控股股东变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违反《股

票上市规则》及《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四）律师意见 

1、本次交易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如《问询函》问题 1 的相关意见所述，国泰集团于重组方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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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合理预计相关标的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并就

此出具了相关承诺，后因管理政策要求，国泰集团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客观上不能实际履行。根据上市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审议

通过的《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标的公司

将其向国泰集团购买的人才公寓第 A 幢的相关房产退还至国泰集团，

国泰集团向相关标的公司退还购房款本金并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支付利息，同时相关标的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向国泰集团支付房屋

使用期间的租金。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

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

求赔偿损失。据此，根据国泰集团与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分

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解除协议》，国泰集团与标的公司协商一

致，共同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由国泰集团退还购房款并支

付利息、由标的公司退还房屋并支付租金，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

解除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在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中，人才公寓以评

估基准日（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值体现在收益法评估结论

中，本次交易中，国泰集团返还给标的公司的购房款本金及利息金额

高于人才公寓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 

据此，国泰集团与相关标的公司协商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符

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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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2、本次交易不构成控股股东变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

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

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

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

投资活动；（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

业承兑汇票；（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6）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

供资金，指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

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

拆借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

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

资金或者证券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下列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要求公司为

其垫付、承担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成本和其他支出；（2）

要求公司代其偿还债务；（3）要求公司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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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借资金给其使用；（4）要求公司通过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其

提供委托贷款；（5）要求公司委托其进行投资活动；（6）要求公司为

其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7）要求公司在没有商品

和劳务对价情况下以其他方式向其提供资金；（8）不及时偿还公司承

担对其的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务；（9）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认定的其他

情形。 

根据国泰集团的说明，国泰集团向相关标的公司转让人才公寓的

房屋所有权，系为相关标的公司解决非本地员工的住房问题，具有真

实的交易背景，且国泰集团与相关标的公司所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

系国泰集团及相关标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国泰集团始终与相关主

管部门就房屋所有权转让事宜积极沟通，不存在虚构交易并占用标的

公司资金的情形。据此，因管理政策调整而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不属于前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股票上市规则》、《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所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

形。 

综上所述，根据相关文件及国泰集团、上市公司的说明，由于管

理政策调整导致标的公司无法办理人才公寓的产权登记手续而解除

《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构成控股股

东变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违反《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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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