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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2020-006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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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交易风险：大连星海湾圣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湾圣亚”）

系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除

公司以外，本次其他三位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 30%股权全部转让给大连城达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城达投资”），股权转让价格为其他三位股东在该公司的实缴出资

额。上述交易方均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亦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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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人民币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星海湾圣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911.4091万元人民币。其中，公

司实缴出资 4,138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70%；大连沙龙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沙龙广告”）实缴出资 1,304.2162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2.06%；大连星

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湾物业”）实缴出资 322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5.45%；大连星海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湾能源”）实

缴出资 147.1929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49%。除公司以外，其他三位股东将

其合计持有星海湾圣亚 3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城达投资。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各方约定，

股权转让价格为沙龙广告、星海湾物业、星海湾能源对星海湾圣亚公司的上述实缴

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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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管理中心事改企成立集

团公司的相关安排，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

城达投资、沙龙广告、星海湾物业、星海湾能源系与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同时诚达投资的法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公司监事杨美鑫，上述交易方均为公司

关联方，公司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亦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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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城达投资、沙龙广告、星海湾物业、星海湾能源系与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1）大连沙龙广告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大连沙龙广告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241833898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秀光 

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15日 

注册资本：30万人民币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6-18 号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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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星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大连星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大连星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242399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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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张拓 

成立日期：1997年 2月 18日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6-18 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仓储;日用百销售;园林绿化养护服务;园林景观工程、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机电设备现场安装;保洁服务;停

车场经营管理服务;房屋修缮;经营广告业务;场地租赁;能源应用项目、制冷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供热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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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星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房屋开发公司 

（3）大连星海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大连星海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683005504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王衍永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12日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 166号 

经营范围：能源应用项目开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供热；制冷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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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星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大连城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64448470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杨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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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4年 11月 4日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6-18 号 

经营范围：项目及实业投资；投资项目分析；受托理财服务；相关信息咨询；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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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 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1）大连沙龙广告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为星海广场及周边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

最近三年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2）大连星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为星海广场及周边区域基础设施维护、能源保障、绿化及环境卫生管

理、现场秩序管理等，最近三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3）大连星海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为利用海水（中水）作为冷热源来供热、供冷及相关配套服务。公司

的水源热泵系统现可提供约 30 万平方米的供冷供热，最近三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4）大连城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最近三年主要经营房屋租赁业务，未来主要围绕房屋租赁及旅游产业投资，

发展前景良好。 

4.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的说明。 

过去 12个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70万元人民币，其中星

海湾物业 190万元人民币、星海湾能源 80万元人民币，主要系星海湾圣亚公司收取

上述关联方的服务费和管理费；过去 12个月存在星海湾圣亚对星海湾能源以前年度

形成的 70 万元人民币债权，截至目前上述欠款已经收回 35万元人民币；过去 12个

月存在以前年度形成的星海湾能源对公司的 1万元人民币项目电费押金。除上述外，

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5. 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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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连沙龙广告有限公司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沙龙广告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16,618,150.47元，

营业收入 563,106.80元，净利润-560,556.3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大连星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星海湾物业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25,480,297.10

元，营业收入 25,668,427.61 元，净利润 302,167.21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大连星海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星海湾能源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5,025,521.84

元，营业收入 693,043.98 元，净利润 752,510.8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大连城达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城达投资主要财务指标为总资产 60,372 万元，营业

收入 7.6万元，净利润-1,28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大连星海湾圣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607653996 

法定代表人：孙彤 

成立日期：2004年 4月 21日 

注册资本：5911.4091 万人民币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6-18 号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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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权属状况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3、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星海湾圣亚资产总额为 51,353,576.74 元；负债

总额为 2,542,818.80元；所有者权益为 48,810,757.94元；营业收入为 9,926,285.61

元；净利润为 315，131.52 元；扣非后净利润为 300,480.24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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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星海湾圣亚资产总额为 49,600,283.40 元；负债总额

为 2,355,211.20 元；所有者权益为 47,245,072.20 元；营业收入为 6,418,842.79

元；净利润为-1,565,685.74 元；扣非后净利润为-1,562,654.32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4、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变更前持股比例 变更后持股比例%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0% 70% 

大连沙龙广告有限公司 22.06% 0% 

大连星海湾商务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45% 0% 

大连星海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49% 0% 

大连城达投资有限公司 0% 30% 

(三)关联交易定价 

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各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沙龙广告、星海湾物业、星海湾

能源对星海湾圣亚公司的实缴出资额。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双方保证条款 

1、甲方（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受让方）的股权是甲方在本公司的真实

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

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

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本公司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

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3、乙方承认公司章程及本合同规定，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 

（二）股权转让价格：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甲方对本公司的

实缴出资额。 

（三）股权转让的数量：甲方同意将持有公司合计 3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四）交割期限：甲方应协助乙方自本协议生效 30日内到本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变更手续。 

（五）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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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合同：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

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 

4、因原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等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

同。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和整体经营发展规划，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后，公司

持有星海湾圣亚的股权比例不变，控股权未发生变化，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2020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事宜，会

议的表决情况为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吴健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全部同意本次公司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事宜。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认为, 经公司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和整体经营发展规划，

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

的合理应对，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后，公司持有星海湾圣亚的股权比例不变，控股

权未发生变化，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