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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皇庭国际、皇庭B 

股票代码：000056、200056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B16单元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股票变动性质：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1：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股票变动性质：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2：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A4单元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股票变动性质：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3：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9/F，FORTUNE HOUSE，61 CONNAUGHT ROAD CENTRAL，Hong Kong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股票变动性质：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4：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中环干诺道中61号福兴大厦9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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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变动性质：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5：郑康豪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股票变动性质：不变 

 

 

签署日期：2020年1月22日



 

 3 

风险提示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聘请第三方财务顾问，财务顾问核查正在进行之中。由于时

间紧迫，核查工作尚未完成，待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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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皇庭国际”、“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皇庭

国际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于皇庭国际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皇庭国际已发行股份的50%，继续增加其在

皇庭国际拥有的权益不影响皇庭国际的上市地位，可免于提交豁免申请。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

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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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皇庭国际、上市公司、

公司 
指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

方、皇庭人和 
指 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让方、和瑞九鼎 指 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皇庭人和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和瑞九鼎持有的

公司 58,875,776 股 A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 5.01%，约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后皇庭国际总股本的 5.04% 

股份转让协议书 指 

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的《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与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如本报告书中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的情况，系四舍

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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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XH0U1H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玉英）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 11 月 13日 

经营期限：2019年 11 月 13日至 2029 年 11 月 12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B16单元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联系电话：0755-82706118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普通合伙人：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5%、广州雅淇电子

有限公司持股5%；有限合伙人：阳亚辉持股60% 

（二）一致行动人 

1、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9836475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康雄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9 月 16日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 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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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层 

联系电话：0755-82706118 

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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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0%，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 10% 

2、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7169866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康雄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5 月 19日 

经营期限：2010年 5 月 19日至 2030 年 5 月 19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A4单元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层 

联系电话：0755-82706118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办）；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

询、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基金、银行、人才

中介及其他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主要股东：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3、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商业登记证号：50595308-000-02-19-8  

董事：郑康豪、吴日娇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成立日期：2009年 2 月 26日 

住所：9/F，FORTUNE HOUSE，61 CONNAUGHT ROAD CENTRAL，Hong Kong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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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55-82706118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主要股东：Wongtee Industrial Limited持股 100% 

4、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登记证号：37908138-000-05-19-7 

董事：郑康豪、吴日娇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成立日期：2007年 5 月 7日 

住所：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61号福兴大厦 9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层 

联系电话：0755-82706118 

经营范围：投资，房地产开发建设 

主要股东：Wongtee Capital Limited持股 100% 

5、郑康豪 

姓名：郑康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03061976******74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层 

联系电话：0755-8270611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关系 



 

 10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皇庭投资”），基本情况详见“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一、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普通合伙人广州雅淇电子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广州雅淇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M45E2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泽民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8日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蔡三村杠木坊大街中四巷7、9号 

根据《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执行事务合伙

人皇庭投资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在合伙企业持有皇庭国际

股份期间，持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由合伙企业按照皇庭投资指示行使，依据《公司

法》及皇庭国际公司章程赋予股东的各项权利进行表决。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关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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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庭人和与和瑞九鼎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但尚未完成股份交割。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1、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皇庭人和成立于 2019年 11月 13日，尚未开展其他业务，除本

次拟受让皇庭国际 58,875,776股股份外，尚无对外投资。 

2、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

股比例 

1 

 

深圳市皇庭

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85/1/19 
117,452.8720

万元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销日用百

货、文化用品、纺织品、服装、

劳保用品、家用电子产品、交

通器材、五金工具、家用电器、

日用美术陶瓷、家具、糖果糕

点、饮料、干鲜果品、进出口

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012号

外贸企业审定证书办理(凡属

专营商品按规定办)、土产品、

装饰材料、糖、工艺美术品、

副食品、五金杂品。 

21.74% 

2 

深圳市皇庭

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 

2015/2/13 
10,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

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

资管理、投资咨询(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管

理;停车场经营管理;自有房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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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

股比例 

租赁;泳池经营管理。(以上各

项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3 

深圳市唯尚

汇投资有限

公司 

2014/8/5 
1,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除

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商

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90% 

4 

深圳市福金

宝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2015/2/15 
10,000 万元人

民币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

务流程外包业务(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等规定需

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

文件后方可经营);依托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

务(根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

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 

90% 

3、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

股比例 

1 

 

深圳市皇庭

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85/1/19 
117,452.8720

万元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销日用百

货、文化用品、纺织品、服装、

劳保用品、家用电子产品、交

通器材、五金工具、家用电器、

日用美术陶瓷、家具、糖果糕

点、饮料、干鲜果品、进出口

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012号

外贸企业审定证书办理(凡属

专营商品按规定办)、土产品、

装饰材料、糖、工艺美术品、

副食品、五金杂品。 

21.62% 

2 

深圳市皇庭

天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 

2016/10/13 
5,000 万元人

民币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兴办

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

地产项目策划;物业管理;房地

产信息咨询;自有物业租赁。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52% 

3 

北京皇庭医

疗科技有限

公司 

2017/4/20 
1,000 万元人

民币 

技术推广服务;销售医疗器械

(I、II类);销售第三类医疗器

械。(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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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

股比例 

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 

深圳市皇庭

天瑞投资有

限公司 

2015/4/8 
8,333.33 万元

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

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以上均不

含金融、证券、保险、基金、

银行、人才中介及其他限制项

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 

60% 

5 
深联公务航

空有限公司 
2013/1/25 

13,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医疗救护、公

务飞行、航空器代管业务、出

租飞行、通行航空包机飞行(不

得从事涉及国家机密的作业项

目,经营范围涉及许可证管理

或须取得相关资质方可经营

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经营进

出口业务。(以上各项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是:高端航空服务培训、飞机维

修培训、飞行培训、航空管理

培训(不含学历教育、学科类培

训及职业技能培训,法律、行政

法规及国务院规定需办理审批

的,审批后方可经营) 

100% 

6 

深圳市皇庭

龙玺实业有

限公司 

2017/12/18 
10,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工程

技术咨询、工程材料咨询、工

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工程

招标代理(取得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

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100% 

7 

深圳市皇庭

天玺投资有

限公司 

2014/4/9 
5,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办);企业形

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

询、受托资产管理(以上均不含

金融、证券、保险、基金、银

行、人才中介及其他限制项

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自有房屋租赁。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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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

股比例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 

深圳市皇庭

天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 

2016/7/25 
5,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在合法取得

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房地产项目策

划;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

询;自有物业租赁。(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100% 

4、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股

比例 

1 

 

深圳市皇庭

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85/1/19 
117,452.872

0万元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销日用

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

服装、劳保用品、家用电子

产品、交通器材、五金工具、

家用电器、日用美术陶瓷、

家具、糖果糕点、饮料、干

鲜果品、进出口业务按深贸

管审证字第 012 号外贸企业

审定证书办理(凡属专营商

品按规定办)、土产品、装饰

材料、糖、工艺美术品、副

食品、五金杂品。 

6.18% 

5、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股

比例 

1 

 

深圳市皇庭

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85/1/19 
117,452.8720

万元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销日用

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

服装、劳保用品、家用电子

产品、交通器材、五金工具、

家用电器、日用美术陶瓷、

家具、糖果糕点、饮料、干

鲜果品、进出口业务按深贸

管审证字第 012 号外贸企业

审定证书办理(凡属专营商

品按规定办)、土产品、装饰

材料、糖、工艺美术品、副

食品、五金杂品。 

1.08% 

6、郑康豪 

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股

比例 

1 

 

深圳市皇庭

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85/1/19 
117452.8720

万元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销日用

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

服装、劳保用品、家用电子

产品、交通器材、五金工具、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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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直接持股

比例 

家用电器、日用美术陶瓷、

家具、糖果糕点、饮料、干

鲜果品、进出口业务按深贸

管审证字第 012 号外贸企业

审定证书办理(凡属专营商

品按规定办)、土产品、装饰

材料、糖、工艺美术品、副

食品、五金杂品。 

2 

深圳市皇庭

集团有限公

司 

2005/8/8 
125000 万元人

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国内贸易;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

从事广告业务;物业管理;房

地产经纪;建筑工程施工、装

饰、装修。(以上各项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 

79.92% 

3 
皇庭珠宝有

限公司 
2013/12/23 

5000万元人民

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金银珠宝

首饰、玉石玉器批零兼营、

维修;工艺品、钟表、首饰包

装盒批零兼营;珠宝专业市

场投资;贵重珠宝饰品批零

兼营;商业营销策划;商业运

营、经营管理咨询;国内贸易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物业

租赁、物业管理、珠宝鉴定

与检验检测、珠宝投资、珠

宝展览(以上均不含限制项

目)。许可经营项目是:停车

场经营管理;珠宝拍卖。 

99% 

4 

深圳市皇庭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015/12/16 
5000万元人民

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股权投资;

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

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

控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 

1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主要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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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庭人和主要从事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国内贸易的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 

皇庭人和成立于2019年11月13日，成立时间未满3年。自设立以来，除本次拟受

让皇庭国际58,875,776股股份外，皇庭人和未开展其他业务，尚无经审计财务数据。 

（二）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主要业务情况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产控”）主要从事产业投资、

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投资顾问的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皇庭产控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资产 3,113,660,854.70 2,242,689,103.67 1,232,716,667.83 

总负债 2,928,506,863.58 1,998,160,001.00 999,537,376.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85,153,991.12 244,529,102.67 233,179,291.83 

净资产 185,153,991.12 244,529,102.67 233,179,291.83 

资产负债率 94.05% 89.10% 81.08% 

营业总收入 26,207,177.01 92,175,501.65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9,375,111.55 11,349,810.84 -39,975,943.09 

净利润 -59,375,111.55 11,349,810.84 -39,975,943.09 

净资产收益率 -32.07% 4.64% -17.14% 

（三）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主要业务情况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

理、国内贸易的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皇庭投资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资产 2,794,927,602.31 2,961,956,241.54 2,423,637,051.37 

总负债 2,791,532,346.12 2,811,522,662.12 2,304,489,819.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395,256.19 150,433,579.42 119,147,2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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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395,256.19 150,433,579.42 119,147,232.27 

资产负债率 99.88% 94.92% 95.08% 

营业总收入 12,656,094.73 24,963,483.01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47,038,323.23 -46,713,652.85 -27,649,849.09 

净利润 -147,038,323.23 -46,713,652.85 -27,649,849.09 

净资产收益率 -4330.70% -31.05% -23.21% 

（四）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1、主要业务情况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亚太”）主要从事投资控股业务的业

务。 

2、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百利亚太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币种：港币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资产 105,000,000 105,000,000 105,000,000 

总负债 102,203,159 105,338,992 105,307,457 

净资产 2,796,841 -338,992 -307,457 

资产负债率 97.34% 100.32% 100.29% 

营业总收入 0.00 0.00 0.00 

净利润 3,135,833 -31,535 -36,218 

净资产收益率 112.12% -- -- 

（五）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主要业务情况 

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国际集团”）主要从事投资、房地产

开发建设的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皇庭国际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币种：港币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总资产 29,866,395 58,593,817 64,668,338 

总负债 34,836,657 34,983,853 32,673,840 

净资产 -4,970,262 23,609,964 31,994,498 

资产负债率 116.64% 59.71%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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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0.00 0.00 0.00 

净利润 -28,580,226 -8,384,534 -17,010,341 

净资产收益率 -- -35.51% -53.17%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5年以来

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亦不存在正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者证券交易所调查

的情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刘玉英 
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 
女 中国 中国 否 

（二）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郑康雄 
执行董事，总

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程昌全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三）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郑康雄 
执行董事，总

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郑世进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四）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郑康豪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吴日娇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五）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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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郑康豪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吴日娇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

境外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金融机构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持

有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股份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情况的说明 

皇庭人和于2019年11月13日设立，成立时间未满两年。自成立后，皇庭人和执

行事务合伙人为皇庭投资（委派代表：刘玉英），未发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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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

可，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和瑞九鼎持有的公司58,875,776股A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01%，约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后皇庭国际总股本的5.04%，以支持上市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的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

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19年12月2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完毕内部审议程序，审议通过了本次权

益变动的相关议案；  

2020年1月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和瑞九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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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皇庭国际的股份数量

和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

购股份数量后

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

购股份数量后

持股比例 

苏州和瑞九鼎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82,164,976 7.00% 7.03% 23,289,200 1.98% 1.99% 

深圳市皇庭人

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00% 0.00% 58,875,776 5.01% 5.04% 

深圳市皇庭

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255,346,752 21.74% 21.84% 255,346,752 21.74% 21.84% 

深圳市皇庭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53,939,477 21.62% 21.72% 253,939,477 21.62% 21.72% 

百利亚太投资

有限公司 
72,634,060 6.18% 6.21% 72,634,060 6.18% 6.21% 

皇庭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12,655,252 1.08% 1.08% 12,655,252 1.08% 1.08% 

郑康豪 1,371,626 0.12% 0.12% 1,371,626 0.12% 0.12%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174,528,720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5,369,102股后公司总股本为1,169,159,618股。 

注 2：皇庭人和与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百利亚太投资

有限公司、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郑康豪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皇庭国际 654,822,943股

股份，占皇庭国际总股本的 55.75%，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皇庭国际总股本

的 56.01%。 

 

二、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1月9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受让皇庭国际股份。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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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转让股份数量及比例 

双方已签署《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甲

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拟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皇庭国际58,875,776股（约占

皇庭国际股份总数的5.01%）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 

本次股份转让后，乙方合计持有皇庭国际58,875,776股。 

（三）股份转让价款与过户 

经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4.30 元/股，标的股份转让

总价款为 253,165,837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伍仟叁佰壹拾陆万伍仟捌佰叁拾柒元

整）。 

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将预付款 100 万元整（大写：人民币壹

佰万元整）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后续自动转为股份转让价款）。 

乙方应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同意本次协议转让确认函的两个月内向甲方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 253,165,837元（大写：人民币贰亿伍仟叁佰壹拾陆万伍仟捌

佰叁拾柒元整，含预付款 100万元）分三笔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具体支付

安排如下： 

第一笔转让款支付：乙方应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之前向甲方支付本次股份转让

总价款的 40%(含预付款 100万)，即 101,266,335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壹佰贰拾

陆万陆仟叁佰叁拾伍元整）； 

第二笔转让款支付：乙方应于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同意本次协议转让确

认函满 1.5 个月（45 个自然日）之前向甲方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70%（含第

一笔转让款），即 177,216,086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柒仟柒佰贰拾壹万陆仟零捌

拾陆元整）； 

第三笔转让款支付：乙方应于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同意本次协议转让确

认函满 2 个月（60 个自然日）之前向甲方支付完毕全部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含第

一笔、第二笔转让款），即 253,165,837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伍仟叁佰壹拾陆万

伍仟捌佰叁拾柒元整）。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按下列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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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通知皇庭国际并督促皇庭国际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相关内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日内披露；（2）甲乙双方应于信息披露后

5 个工作日内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协议转让的申请材料；（3）乙方应于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同意交易确认函等合规性确认意见后向甲方支付全部标

的股份转让价款；（4）甲方应于收到全部款项后 3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向登记结算

公司提交标的股份转让申请材料并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直至完成过户。 

若乙方不按照如上约定办理的，应按照未完成转让股份对应价款的年化百分之

十六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若标的股份自本协议书签署日至股份过户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则股票转让价格、转让数量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相

应调整。 

（四）协议签订日期 

2020年 1 月 9日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

况。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皇庭国际股份595,947,167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其中541,448,087股处于质押

状态。 

 

五、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需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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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本次交易转让股份 58,875,776股，转让价格为 4.30

元/股，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合计为 253,165,837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对应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

份所使用的资金来源于合伙人的出资和自筹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

他交易取得收购资金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收购支付的股份转让款来源于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的出资和自筹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

他交易取得收购资金的情况；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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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拟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本次权

益变动后的12个月内暂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未来如果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

计划，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在适当时机为其拓

展新的业务，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法定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

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

作的计划，或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未来如果有关于上市公司重组的明确计划，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上

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在适当时机进行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重组，届时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法定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未来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

市公司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未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未来如果上市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关调整，或者现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申请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督促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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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可

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未来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

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未来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保证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并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的计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

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 

未来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

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未来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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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因本次权益变动而发生变化。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皇庭国际将仍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

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

生产经营、财务等独立或完整。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证券监管法规，依法通

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等行使相关股东权利，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资产、人

员、财务、经营等方面的独立性。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保持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承诺人承诺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保证皇庭国

际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若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没有从事与

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为进一步规范

相关交易行为，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就避免同业竞争事宜出具了《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承诺如下：  

“1、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制的

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而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会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2、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投资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产品，

以避免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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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诺人将不利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身份进行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

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若承诺人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因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

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即已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

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形，但其一致行

动人与上市公司存在经营性的关联交易（具体交易详见本报告书“第八节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且该等关联交易已在或即将在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

告中披露。 

为减少和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

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皇庭国际及其下属企业之 

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具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与皇庭国际及其下属企业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皇庭国际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3、关联交易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和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保证关联交易价格的

公允、合理，保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4、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皇庭国际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皇庭国

际及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若承诺人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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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皇庭产控于 2018年 12月受让皇庭国际下属公司

持有的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 22.34%股份，具体内容详见皇庭国际于 2018

年 12月 10日、12 月 2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郑康豪累计为皇庭国

际约 140,451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皇庭投资为皇庭

国际 4,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郑康豪、皇庭投资为

皇庭国际下属公司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 285,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郑康豪为皇庭国际下

属公司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3,931.76 万元融资租赁本金提供担保。 

除上述交易外，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前 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

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任

何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

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前 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

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

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及其他相关安排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

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其他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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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

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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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皇庭投资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

看好，于2019年8月29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皇庭国际47,600股，增持

均价为5.51元/股。 

日期 买卖方向 买卖数量（股） 交易均价（元） 交易总价（元） 

2019-8-29 买入 47,600 5.51 262,276 

除上述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前 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买入或卖出皇庭国际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内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百利亚太、皇庭国际集团董

事吴日娇女士存在通过证券交易买卖皇庭国际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日期 买卖方向 买卖数量（股） 交易均价（元） 交易总价（元） 

2019-12-9 买入 12,700 4.14 52,578 

2019-12-10 买入 12,000 4.13 49,560 

吴日娇女士已出具《关于买入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承诺函

说明》：“在上述交易期间，买入皇庭国际股票是基于个人对于市场的研判以及股

票的市场表现作出的独立判断；进行该等股票交易时，并不知晓深圳市皇庭人和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划受让皇庭国际股份事宜。本人从未参与本次交易的任

何筹划及决策过程，从未知悉或探知本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

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

息。本人的上述股票交易行为确属偶然、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

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若本人上述买入皇庭国际股票的行为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时将上述买入皇庭国际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

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

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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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经自查，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

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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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皇庭人和成立于 2019年 11月 13日，成立时间未满 3年。自设

立以来，除本次拟受让皇庭国际 58,875,776 股股份外，皇庭人和未开展其他业务，

尚无经审计财务数据。 

皇庭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皇庭投资成立于 2010年 5 月 19日，深圳中企华南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16、2017、2018年度审计报告。

皇庭投资近三年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2,724.13 3,810,414.57 1,362,756.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4,300.00 4,300.00 4,3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349,442,268.79 1,408,504,148.62 1,113,023,382.00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359,799,292.92 1,422,318,863.19 1,124,390,438.5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3,270,001.00 246,171,501.00 52,870,001.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381,858,120.89 1,293,464,502.39 1,246,374,049.39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87.50 1,374.96 2,562.48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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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35,128,309.39 1,539,637,378.35 1,299,246,612.87 

资产总计 2,794,927,602.31 2,961,956,241.54 2,423,637,051.3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5,000,000.00 288,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86,901,500.0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67,907.40 

应交税费   2,606.2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49,238,871.95 488,827,687.95 1,403,785,831.2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84,238,871.95 963,729,187.95 1,403,856,344.9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956,660,000.00 1,797,160,000.00 85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633,474.17 50,633,474.17 50,633,474.1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07,293,474.17 1,847,793,474.17 900,633,4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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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负债合计 2,791,532,346.12 2,811,522,662.12 2,304,489,819.10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2,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4,479,708.14 14,479,708.14 14,479,708.14 

未分配利润 -91,084,451.95 55,953,871.28 102,667,524.1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3,395,256.19 150,433,579.42 119,147,232.27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3,395,256.19 150,433,579.42 119,147,232.2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794,927,602.31 2,961,956,241.54 2,423,637,051.37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一、营业收入 12,656,094.73 24,963,483.01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70,266.10 70,716.8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455,263.27 1,582,861.25 5,863,386.68 

财务费用 183,648,921.44 115,165,816.22 58,528,485.49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6,030,433.91 44,392,903.22 36,815,771.1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47,417,656.07 -47,462,557.34 -27,646,817.82 

加：营业外收入 379,682.84 748,904.49  

减：营业外支出 350.00  3,031.27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147,038,323.23 -46,713,652.85 -27,649,8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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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7,038,323.23 -46,713,652.85 -27,649,849.09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0,585,861.49 3,296,868,916.40 2,457,010,743.97 

现金流入小计 1,440,585,861.49 3,296,868,916.40 2,457,010,743.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6,772.83 718,504.42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01,681,345.96 4,482,263,922.68 2,601,335,092.18 

现金流出小计 1,101,681,345.96 4,482,340,695.51 2,602,053,59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904,515.53 
-1,185,471,779.1

1 
-145,042,852.6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8,295,947.32 232,550,000.00 12,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861,493.40 1,020,280.2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8,356,434.00 60,000,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9,157,440.72 311,926,714.22 72,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75,206,629.91 244,450,000.00 141,25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200,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75,206,629.91 244,450,000.00 149,45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049,189.19 67,476,714.22 -77,45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35,000,000.00 2,050,660,000.00 755,000,000.00 

收到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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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现金流入小计 235,000,000.00 2,050,660,000.00 755,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28,500,000.00 815,500,000.00 47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169,226,470.06 107,735,387.70 38,912,270.35 

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86,546.72 6,981,889.34 17,694,033.68 

现金流出小计 511,313,016.78 930,217,277.04 531,606,304.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313,016.78 1,120,442,722.96 223,393,695.9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57,690.44 2,447,658.07 900,843.3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10,414.57 1,362,756.50 461,913.1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2,724.13 3,810,414.57 1,362,7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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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

相关文件。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深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可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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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内部决策文件； 

4、《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 

5、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变更的声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确认函； 

8、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9、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日前 24个月内重大交易的声明； 

12、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13、吴日娇出具的《关于买入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承诺函

说明》； 

14、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15、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皇庭国际证券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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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刘玉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1（盖章）：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郑康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2（盖章）：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郑康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3（盖章）：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郑康豪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4（盖章）：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郑康豪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5（签字）：                    

                                                     郑康豪 

签署日期：2020年1月22日 



 

 41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股票简称  皇庭国际、皇庭B 股票代码  000056、20005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皇庭人和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一致行动人1名称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一致行动人1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一致行动人2名称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一致行动人2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一致行动人3名称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一致行动人3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一致行动人4名称  

皇庭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一致行动人4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一致行动人5名称 
郑康豪 

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一致行动人5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5%

以上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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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 A股 

持股数量：595,947,167股 

持股比例：50.7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 A股 

变动数量：58,875,776股 

变动比例：5.01% 

变动后持股数量：654,822,943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55.75%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

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其持有公司股份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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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注：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聘请第三方财务顾问，财

务顾问核查正在进行之中。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否□     

注：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做出同意决定，尚需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批准，并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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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

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刘玉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1（盖章）：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郑康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2（盖章）：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郑康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3（盖章）：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郑康豪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4（盖章）：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郑康豪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5（签字）：                    

                                                     郑康豪 

 

签署日期：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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