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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2019年3月2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西赣粤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参股公司借款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9】038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

询函》后，就《问询函》相关问题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认真准备回

复材料，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江西省通源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

源地产）、南昌市恒联实业有限公司、嘉融公司、江西文演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交投金融 39%、36%、20%、5%股权。请补充披露除

嘉融公司外，交投金融其余股东方是否按比例为其提供股东借款。如

否，请说明上述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根据江西交投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金融”）

股东会决议，交投金融根据业务发展需向股东单位借款 8 亿元，其中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嘉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融公司”）

负责借款 6 亿元，另一股东江西文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借款 2亿

元，由交投金融主要股东江西省通源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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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通源地产”）为上述两家股东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嘉融公司

认为交投金融的股东借款期限较短，收益较高，并且由具备担保能力

的主要股东通源地产予以担保，风险可控，该投资项目符合嘉融公司

投资策略，故决定向交投金融提供股东借款 6亿元。 

二、公告显示，通源地产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通源地产经审计总资产为 88.60 亿元，净资产

为 1.90 亿元，其资产负债率高达 97.86%。请公司明确说明通源地产

有无能力承担相应连带责任，上述连带责任担保能否为本次借款事项

提供实质性风险保障。 

回复：通源地产主要资产为持有的新建城项目，该项目位于江西

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紧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九龙湖区域）。项

目土地是 2014 年 9-12 月通过挂牌竞拍取得，共约 1,700亩、容积率

3.2、可售面积约 340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300 万平方米、商业 40 万

平方米），当时土地取得价格约 65 万元/亩，土地竞拍总价款约 11 亿

元。 

该项目分两期开发。由于项目体量较大，为快速去化房屋，积累

项目人气，尽快回笼开发资金，项目一期采用团购房开发形式，开发

建设周期为 2015 年到 2019 年，用地 1,000 亩，开发住宅面积 190 万

平方米，当时销售价格约 3,400 元/平方米。由于一期承担了整个项

目大部分前期工程、公共配套设施及财务费用等，预计将造成公司账

面亏损约 7 亿元。 

项目二期开发周期为 2018 年到 2022年，用地 700 亩，可销售面

积 150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110 万平方米、商业 40 万平方米。项目

二期首批住宅已于 2019 年 1月 22 日开盘销售，销售面积为 5 万平方

米，销售均价为 9,800 元/平方米；第二批住宅已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开盘销售，销售面积为 3万平方米，销售均价为 10,300元/平方米。

目前两批住宅均已售罄，项目二期后续住宅和商业计划在 2019 年

-2021 年陆续推出并完成销售。 

据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通

源地产预计 2019 年 3-12 月、2020 年、2021 年实现合同销售金额分

别为 62.24 亿元、71.72亿元和 41.90亿元，结转后实现对应净利润

分别为 22.65 亿元、35.72 亿元、16.11 亿元。上述评估预测是基于

通源地产项目运营情况作出的，项目一期预计亏损 7亿元，二期预计

盈利 75 亿元，项目预测总体可实现盈利 68亿元。通源地产在该项目

的盈利状况使其具有充足的偿还自身负债能力，也有能力对嘉融公司

股东借款承担相应担保连带责任。 

公司认为通源地产未来三年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担保能力。

本次嘉融公司借款期限仅为 1 年，期限较短，风险可控，通源地产可

为本次借款事项提供实质性风险保障。 

三、公告显示，根据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2 月 28 日，通源地产的股权资产

评估价格为 68.19 亿元。公告未披露通源地产截至 2018 年末的净资

产额，若以 2017 年末的净资产 1.90 亿元为基数，本次评估增值率高

达 35.89 倍。请补充披露通源地产 2018 年末的净资产额及本次评估

增值情况，并明确说明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评估机构同步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通源地产 2018 年末的净资产为-3.54 亿元（未经审计），

这是由于项目一期团购房在 2018 年年底逐步交房，结转了相应的收

入和成本，并承担了整个项目大部分前期工程、公共配套设施及财务

费用等因素造成的。 



本次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通源地产所持有的待开发 700 亩土地

增值溢价所造成。根据 2018 年底周边土地竞拍结果显示，2018年 12

月 21 日九龙湖片区 DAEJ2018053 地块土地竞拍结果为 1,386 万元/

亩（楼面地价为 8,316 元/平方米）；DAEJ2018051 地块土地竞拍结果

为 1,356万元/亩（楼面地价为 8,136元/平方米）。 

通源地产 2014 年年底获取该项目时，距离项目 3 公里内的南昌

高铁西站刚投入使用，毗邻的九龙湖新区刚开始建设。四年以来，项

目周边区域逐步成熟，随着省政府行政中心入驻九龙湖新区，九龙湖

新区房价从四年前的约 5,000 元/平方米上涨至现在的约 1,6000 元/

平方米。借助项目一期积累的大量人气，以及配套项目所引进的小学

和初中等名校教育资源，项目预期销售前景乐观。 

评估机构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江西省通

源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股权资产增值的情况说明》，对本次股

权增值情况说明如下： 

为合理确认通源地产股权实际价值，本公司按照收益法对通源地

产进行了评估。通源地产现持有的主要资产为 2014 年 9-12 月竞拍获

取的土地使用权，当时土地获取价格约 65万元/亩（楼面地价约 300

元）、周边住宅销售价格约 3300元/㎡；目前周边土地价格超过 1000

万元/亩（楼面地价超过 5000 元）、住宅销售价格约 10000 元/㎡。鉴

于通源地产所持有的土地大幅增值溢价，本次评估后，通源地产截止

2019年 2 月 28日所拥有的企业股权资产评估价值为 68.19 亿元，增

值 72.22亿元（账面净值为-4.03亿元）。 

四、公告显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支持交投金融的转贷业务开

展，不会影响嘉融公司自身的正常经营。请补充披露转贷业务的具体

所指及主要业务模式，本次借款资金的计划流向及偿还风险的评估情



况。 

回复：交投金融所开展的转贷业务主要是指交投金融和驻昌银行

以及南昌市金融办签订三方协议后，为企业续贷提供中转资金。业务

模式主要是交投金融、驻昌银行以及南昌市金融办签订三方合作协议

后，当合作银行的客户需要续贷时，银行出具续贷同意放款通知书，

先由交投金融提供转贷资金替客户归还银行所欠贷款，银行完成续贷

审批程序之后根据三方协议直接发放贷款至交投金融，用于续贷客户

偿还交投金融提供的转贷资金。本次嘉融公司借款资金的流向适用于

交投金融合作银行客户的续贷资金流转，交投金融从未向 4 家股东单

位发放过借款，且股东单位均未列入交投金融的续贷客户名单。 

交投金融就本次回复事项出具承诺：本公司从未向 4 家股东单位

发放过借款，今后也不会向 4 家股东单位发放借款，且不会将股东单

位列入公司的续贷客户名单之中。 

通源地产就本次回复事项出具承诺：本公司不会向江西交投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鉴于交投金融已设立完备的风险管控制度，对合作银行进行细致

的甄选，并与南昌市金融办签署三方协议，同时经营层具备丰富的行

业经历和经验，审批程序规范，业务回款明确，资金偿还风险可控。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问询函》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控股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借款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已经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2、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担保方通源地产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该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对比同时期同地域的土地价格，遵循市

场化原则，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我们认为评估方法选

取合理，评估结论是谨慎的，评估增值是合理的。 

3、根据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评估，担保方通源地产未来三年经

营状况良好，具备为本次股东借款事项承担相应连带责任的能力，能

为本次股东借款事项提供实质性风险保障。 

4、根据借款方交投金融和担保方通源地产出具的承诺函，本次

借款资金不会流向股东单位。 

综上，本次股东借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