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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浩方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1）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国兴公司”）

拟与重庆中梁坤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梁公

司”）、宁波梁瑞乙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梁瑞乙期”）签署《重庆德感工业园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重庆国兴公司、重庆中梁公司、宁波梁瑞乙期拟向重庆浩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浩方公司”）增资，重庆浩方公司注

册资本由 800 万元增加至 2,000 万元。增资后，重庆国兴公司持有

重庆浩方公司 51%股份，重庆中梁公司持有重庆浩方公司 35%股份，

宁波梁瑞乙期持有重庆浩方公司 14%股份。 

（2）本次重庆浩方公司增资完成后，重庆国兴公司持有重庆浩

方公司 51%的股权，重庆国兴公司继续拥有重庆浩方公司的实际控

制权，重庆浩方公司仍为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2、审议情况 



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

浩方公司增资的议案》。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中梁坤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YXG4Q9J 

2、法定代表人：陈圣 

3、成立时间：2018 年 5月 25 日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住所：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路白家河标准化厂房 A 栋 5 楼

5493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营销策划，

市场管理，品牌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房地产营销

策划，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互联网信息），房地产经纪；承办经批

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经营性演出）， 

8、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成都中梁置业有限公司 1,000 100% 

9、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造成资源或者义务转移之约定。 



11、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0.27 

负债总额 0.4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0.17 

营业收入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17 

由于该公司为 2018年 5 月注册成立公司，故无最近一年财务数

据。 

10、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宁波梁瑞乙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A2AGY181Q 

2、成立时间：2017 年 12月 27 日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豫领实业有限公司 

4、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29 号 3-163室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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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豫领实业有限公司 10 0.1% 



梁商资产管理（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7640 76.4% 

长兴楚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0 23.5% 

8、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造成资源或者义务转移之约定。 

9、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00.18 

负债总额 1215.7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384.42 

项目 2017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83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352730218P 

3、法定代表人：周甦佶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8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5 年 08月 13 日 

7、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工业园区 F幢 1-1号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从事建筑相关业务（以

上范围凭资质证书执业）；本企业自有房屋、场地租赁；销售：建筑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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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0月 30日/2018

年 1-10月（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2017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27.24 1837.38 

负债总额 10548.32 1822 

应收款项总额 0.7 0 

净资产 -221.08 -103.27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50.85 -110.64 

净利润 -117.65 -11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35 -0.24 

10、经核查，标的资产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和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亦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股权转让及增资前后股权情况 

增资前：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 800 100%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 1,020 51% 

重庆中梁坤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0 35% 

宁波梁瑞乙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0 14% 



合计 2,000 10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中梁坤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丙方：宁波梁瑞乙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项目公司）： 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增资相关事宜 

1、第一次增资及第一笔资本公积： 

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按本条约定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5,686,274.51 元。其中，乙方认缴 5,490,196.08 元新增注册资本，

丙方认缴项目公司 2,196,078.43 元新增注册资本。乙方、丙方同意

另行出资共计 13，574,257.56 元，该笔出资计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

其中，乙方出资 9,695,898.26 元，丙方出资 3,878,359.30 元。 

乙方及丙方按如下时间节点和条件支付上述款项： 

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认缴的

5,490,196.08 元款项实缴到位；丙方将认缴的 2,196,078.43 元款

项实缴到位： 

（1）甲方已按 4.1.1 条约定实缴了 780 万注册资本； 

（2）甲乙双方已分别委派一名人员对项目公司的全部共管资料

进行了共管，且双方已完成对项目公司全部银行账户的共管； 

（3）甲方已于本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丙方提供了

同意本协议约定增资事宜的股东决议。 

在本协议 4.1.2.1 约定事项全部完成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及丙



方再行出资共计 13,574,257.56 元，该笔出资计入项目公司资本公

积。其中，乙方出资 9,695,898.26 元，丙方出资 3,878,359.30 元。 

2、第二次增资： 

甲乙丙三方按照本协议第 4.1.2.1 条增资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

甲乙丙三方同时对项目公司进行第二次增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增

至 2000 万元。其中甲方认缴项目公司人民币 2,200,000.00 元的新

增注册资本，乙方认缴项目公司人民币 1,509,803.92 元的新增注册

资本，丙方认缴项目公司人民币 603,921.57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甲

乙丙三方应于完成本协议第 4.1.2.2 条约定事项后 5 个工作日内向

项目公司实际缴付第二次增资款。 

无论增资的工商手续是否完成，乙方及丙方按本协议 4.1.2 条

约定将第一笔增资款实缴到位后，即实际享有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公

司股东权益。 

前述二次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增

资后注册资本”)，届时项目公司各股东方的具体认缴和出资情况如

下表所示： 

股东 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甲方 1020 51% 货币 

乙方 700 35% 货币 

丙方 280 14% 货币 

合计 2000 100% 货币 

在乙丙方按照本协议第 4.1.2 条及 4.1.3 条的约定履行出资义

务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及项目公司应完成以下事项：向乙丙方提



供关于项目公司办理增资相关的工商手续所需全套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项目公司股东决议、公司章程、工商版本增资协议（如有）等

资料，并交由乙方保管。 

乙方可自行决定办理具体工商变更手续的时间，如需本协议其

他方配合的，其他方应予以积极配合。 

项目公司收到甲乙丙三方投入的资金 33,374,257.56 元（包括

甲乙丙三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实缴的注册资本 1980 万元及第一笔资本

公积 13，574,257.56 元）后 1 个工作日内，由项目公司归还甲方股

东借款 33,374,257.56 元。 

（二）股东借款 

截止基准日，甲方的股东借款共计 104,727,112.11 元人民币，

其中 100,151,691.11 元为甲方在受让金衡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

时，向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用于缴纳土地款及清偿其受让项

目公司股权时的项目公司债务；剩余 4,575,421 元系截止基准日项

目公司运营所需并已实际支出的其他费用，已由甲方提供股东借款

予以支付。 

在甲方及项目公司按 4.1.4条约定完成相关事项后 5个工作日

内，乙方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17,343,317.43 元；丙方向项目

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6,937,326.97 元；项目公司收到前述借款后 1个

工作日内立即用于归还甲方借款 24,280,644.40 元。 

乙方、丙方共计 24,280,644.40 元股东借款进入项目公司并用

于归还甲方股东借款 24,280,644.40 元后，三方向项目公司提供的

股东借款金额如下： 



（1）甲方向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 42,496,789.15 元（计

息）； 

（2）乙方向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 17,343,317.43 元（无

息）； 

（3）丙方向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 6,937,326.97 元（无

息）。 

注：本条中甲方承担的股东借款 42,496,789.15 元，是基于各

方一致预期乙丙方按照本条款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24,280,644.40 元并用于归还甲方股东借款时，4.1.7条乙丙方向项

目公司支付第二笔资本公积 17,025,098.04 元的条件并不成就，且

各方一致同意该笔 17,025,098.04 元资本公积并不用于归还甲方股

东借款。 

（三）项目公司治理 

项目公司对外推广、销售时，应使用“中梁、财信”品牌,甲方

及乙方及鉴于条款所述甲乙方所在的集团，均同意并确认不向项目

公司收取品牌使用费。 

1、股东会是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三方同意，按照三方持有

的项目公司股权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股东会决议事项须经代表二

分之一以上（含本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

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

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

股东通过。 

2、项目公司设有董事会，董事会由 5 人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甲方委派，剩余董事由甲方委派 2

名、乙方委派 1名，丙方委派 1 名董事。 

3、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 1 名监事，由丙方提名后，股东会

选举产生 

4、项目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项目公司设总

经理 1名，总经理由甲方提名。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

丁四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 交易定价 

协商定价。 

六、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1、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主体的变更，原由标

的公司享有和承担的债权债务在资产交割日后仍然由标的公司享有

和承担； 

2、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职工安置等问题，不会因本次交易

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情形。 

七、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意见： 

重庆国兴公司此次对重庆浩方公司增资的目的在于整合各合作

方优势，共同开发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 C12-01/01，C12-

02/01 号宗地的房地产项目。通过与合作方共同对项目地块的合理

开发，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多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庆德感工业园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对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

于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事宜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

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事宜。 

八、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重庆浩方公司增资的目的在于整合合作方优势共同开发位于重

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 C12-01/01，C12-02/01 号宗地的房地产项目。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通过对重庆浩方公司增资，有利于

利用各合作方资源做好德感工业园C12-01/01，C12-02/01号宗地的

房地产项目，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重庆浩方公司 51%的股权，重庆浩

方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仍将继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增资扩股不影响上市公司损益，

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 2018 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重庆德感工业园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特此公告。 

 

 

 

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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