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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及部分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凯城”、“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隆”）及

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发来的《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

充承诺函》、《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广州市凯隆置业有

限公司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告知函》和《实际控制人关于解决同业

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告知函》等函件。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

已履行完毕关于避免院线业务同业竞争的承诺，同时，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拟延期履行其在收购公司股份期间作出的避免同业

竞争的部分专项承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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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承诺内容 

（一）2016 年，广州凯隆控股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大地产”）以协议方式收购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和浙江

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嘉凯城 52.78%股份并成为嘉凯城的控股股东，并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报告书中恒大地产及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分别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了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下承诺： 

恒大地产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作出以下承诺： 

“为维护嘉凯城的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承诺在

持有嘉凯城控制权且嘉凯城 A 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期间： 

1、本次协议转让股票过户后，本公司承诺与嘉凯城之间保持人员独立、机

构独立、财务独立、资产完整，保证嘉凯城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

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保证嘉凯城在未来 12 个月内仍

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不发生变化； 

2、本公司承诺本次协议转让股票过户后 3 年之内，以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

各种方式解决与嘉凯城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在此期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

在新的业务领域出现与嘉凯城同业竞争的情形； 

3、本公司目前未制定出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方案，本公司承诺在制定出可

操作的具体方案后及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公告义务；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已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如有任何违反上述

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愿承担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恒大地产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于 2016 年 6 月 15日作出以下承诺： 

“许家印先生作为恒大地产的实际控制人，为维护嘉凯城的独立性和可持续

发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本人承诺在持有嘉凯城实际控制权且嘉凯城 A 股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 

1、本次协议转让股票过户后，本人承诺保证嘉凯城在人员、机构、资产、

财务、业务方面的独立与完整，保证嘉凯城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

知识产权，保证嘉凯城在未来 12个月内仍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不发生变化； 

2、本人承诺本次协议转让股票过户后 3 年之内，以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解决与嘉凯城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在此期间，保证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

司（不含嘉凯城，以下同）不在新的业务领域出现与嘉凯城同业竞争的情形； 

3、本人目前未制定出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方案，本人承诺在制定出可操作

的具体方案后及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公告义务； 

本人将严格履行已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愿承担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二）2017 年，广州凯隆受让了恒大地产所持的嘉凯城 52.78%股份，并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报告书中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就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继续作出了承诺： 

为继续推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收购人（广州凯隆）于 2017 年 2月 6日作

出如下承诺： 

“在作为嘉凯城控股股东且嘉凯城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 

本公司将继续遵守恒大地产已于 2016 年 6月 15 日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并在解决同业竞争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推动

嘉凯城培育、发展新的业务。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愿

承担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为继续推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收购人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于 2017 年 2

月 6 日作出如下承诺： 

“在持有嘉凯城实际控制权且嘉凯城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 

本人将继续遵守本人已于 2016 年 6月 15 日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并在解决同业竞争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推动嘉凯城培育、

发展新的业务。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愿承担

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三）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为解决其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恒大院线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院线”）已开展的院线业务与嘉凯城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

问题，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控股股东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函》、《实际控制人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函》，

就避免院线业务同业竞争作出了如下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凯隆置业于 2018 年 7月 30 日承诺： 

广州凯隆为嘉凯城的控股股东。嘉凯城拟经营影院投资、电影片发行、电影

院发行、影院电影放映等相关业务（以下简称“院线业务”），积极培育第二主业。

鉴于该等业务与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恒大院线目前开展的院线业务存在同

业竞争，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含嘉凯城）不



 

再新增与嘉凯城的院线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2、对恒大院线已开展的院线业务，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停止目前已开展的院线

业务，解决对上市公司拟开展院线业务的新增同业竞争问题：（1）、自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恒大院线及其从事院线业务的分子公司将逐步停止业务

并注销；（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逐步解散恒大院线及其分子公

司的相关人员；（3）、自恒大院线及其分子公司全部停止院线业务并完成注销后，

不再使用“恒大院线”等品牌从事院线业务。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已出具的《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函》，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愿承担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于 2018 年 7月 30 日承诺： 

本人为嘉凯城的实际控制人。嘉凯城拟经营影院投资、电影片发行、电影院

发行、影院电影放映等相关业务，积极培育第二主业。鉴于该等业务与本人间接

控股的子公司恒大院线目前开展的院线业务存在同业竞争，本人作出如下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股子公司（不含嘉凯城）不再新

增与嘉凯城的院线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2、对恒大院线已开展的院线业务，本人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

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停止目前已开展的院线业务，

解决对上市公司拟开展院线业务的新增同业竞争问题：（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起 12 个月内，恒大院线及其从事院线业务的分子公司将逐步停止业务并注销；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逐步解散恒大院线及其分子公司的相

关人员；（3）、自恒大院线及其分子公司全部停止院线业务并完成注销后，不再

使用“恒大院线”等品牌从事院线业务。 

本人将严格履行已出具的《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函》，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

的事项发生，本人愿承担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二、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已履行关于“本次协议转让股票过户后，承诺

保证嘉凯城在人员、机构、资产、财务、业务方面的独立与完整，保证嘉凯城仍

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保证嘉凯城在未来 12 个月内仍以

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不发生变化”的承诺。自协议转让股票过户后，广州凯隆及实



 

际控制人不断推动嘉凯城完善治理结构，有效保证了上市公司运作的独立性，嘉

凯城的主营业务也未在协议转让股票过户后 12 个月内发生改变。 

（二）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已履行关于“推动嘉凯城培育、发展新的业务”

的承诺。围绕解决地产业务的同业竞争承诺，嘉凯城积极探索培育第二主业，收

购了北京明星时代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和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

权，开启培育第二主业之路，嘉凯城经营业务也将涉及影院投资、电影发行、电

影院发行、影院电影放映等领域。通过收购北京明星时代影院从而拥有的电影发

行经营许可证，为后续院线业务的培育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截止 2019 年 6 月底，

嘉凯城已累计开业影城 108 家，累计银幕数 714 块。 

（三）根据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函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已严格履行于 2018年 7月 30日出具的《控股股东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函》

及《实际控制人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函》，自该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子公司（不含嘉凯城）未新增与嘉凯城的院线业务存在同业竞

争的业务；且截至 2019 年 7月 29 日，已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停止恒大

院线已开展的院线业务，解决了与嘉凯城开展院线业务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符

合上述承诺函中规定的自该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予以解决的要求。 

（四）嘉凯城已于 2019 年 7 月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将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碧桂园智慧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了与广州

凯隆、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在物业管理方面的业务重合问题。 

（五）自 2016 年 8 月协议转让股票过户以来，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始终

严格按照相关收购报告书中所作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致力于通过法律法

规允许的各种方式解决与嘉凯城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同期嘉凯城一直未新增房

地产开发项目。 

（六）为加快产品销售和存量去化，嘉凯城始终狠抓在售项目销售工作。同

时，为加快处置进度，嘉凯城通过整体转让的方式陆续处置了青岛嘉凯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巴登城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嘉凯城滨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名城博园置业有限公司、诸暨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华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张家港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诸多公司股权。嘉凯城整体

存量资产规模从恒大地产收购初期的 300 亿元减少至约 130 亿元（截止 2018 年

底数据），且剩余存量主要为商业资产。 



 

    三、部分承诺未履行完成的原因 

（一）房地产项目具有周期性和区域市场差异性。受房地产宏观调控及区域

性限购、限价、限售等政策的影响，嘉凯城部分尾盘项目销售缓慢，为保障全体

股东的利益及已购房业主的权益，故无法在特定时点统一实现隔断性清盘。 

（二）目前嘉凯城的第二主业院线业务还处于培育阶段，营收和利润规模占

比较小，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短期内将地产业务全部

出清不符合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自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以来，始终积极履行收

购股份时所作的各项承诺，但是同期由于受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及相关法律法

规或政策的制约，导致解决同业竞争相关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较大的困难。    

四、延期后的承诺 

根据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和《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广州凯

隆及实际控制人就其在收购公司股份期间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补充如下：  

（一）广州凯隆承诺： 

为维护嘉凯城的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承诺在持

有嘉凯城控制权且嘉凯城 A 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期间： 

1、本公司承诺与嘉凯城之间保持人员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资产完

整，保证嘉凯城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

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2、本公司承诺自 2019 年 8月 1日起 2年之内，以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各种

方式解决与嘉凯城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在此期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在新

的业务领域出现与嘉凯城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愿

承担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二）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承诺： 

为维护嘉凯城的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本人承诺在持有

嘉凯城实际控制权且嘉凯城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 

1、本人承诺保证嘉凯城在人员、机构、资产、财务、业务方面的独立与完

整，保证嘉凯城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2、本人承诺自 2019 年 8月 1 日起 2年之内，以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解

决与嘉凯城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在此期间，保证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不

含嘉凯城）不在新的业务领域出现与嘉凯城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愿承担

由此给嘉凯城造成的相关损失。 

    五、审议情况 

    2019 年 7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关联董事钱永华、林

漫俊、杨松涛、黄涛、李怀彬回避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 

    2019 年 7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广州凯隆及实际控制人延长承诺事项履行期限，是基于当前房地产行业

市场、调控政策现状及嘉凯城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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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承诺延期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承诺延期有利

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延长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符合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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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议案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承诺延期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承诺事宜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

性影响。 

九、备查文件 

1、《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独立   

      意见》； 

4、《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 

5、《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 

6、《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告知函》； 

7、《实际控制人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告知函》。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