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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9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2020—009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

函[2019]第 195 号），经公司向相关各方函询，现分项回复如下： 

一、诉讼公告显示，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合计 28 亿元，其中 6 亿元为现金对价，

15 亿元为友谊集团支付拟置出资产的转让价款，7 亿元为拟置出资产的债务款项。

武信投资集团及凯生经贸应在股份转让完成后，促成你公司将商业及酒店类资产及

相应负债、业务转让给友谊集团。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函询相关方并做出说明： 

公司答复： 

经公司分别向控股股东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信

投资控股”），公司原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集团”）函询，

相关各方均已作出回复。 

（一）2016 年 5 月签订协议涉及的相关方、协议签署日及主要内容，与你公司

2016 年 6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提及的《关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意向协议》（以

下简称《意向协议》）、2016 年 6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提及的《关于转让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的关系、主要差异及法律效

力，是否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安排，并报备完整的相

关协议原件（签章版）。 

友谊集团与武汉凯生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生经贸”）、武汉信用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信投资集团”）于 2016 年 5月 27 日签署《合作

协议》（在签署该协议时，武汉恒生嘉业经贸有限公司尚未注册登记，其设立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其基本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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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陈述 

鉴于： 

1.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友谊”或“上市公司”）为

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679，股票简称：大连友谊。截至本合作协议签署日，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持有大连友谊 106,660,000 股股份，占大连友谊总股本的 29.93%，

为大连友谊控股股东。 

2.武汉凯生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是一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武汉信用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是一家在中国境内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4.甲乙双方有意向共同合作推进大连友谊股份收购事宜。 

5.乙方有意待大连友谊本次股权转让后以现金向大连友谊收购体内商业及酒店

类资产。 

为此，各方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订立如下协议条款： 

1.1 除本协议另有解释外，本协议中出现的下列术语含义如下： 

大连友谊           指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一             指武汉凯生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二             指武汉信用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指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           指乙方持有的大连友谊壹亿股股份 

收购方             指甲方为收购大连友谊而设立的公司 

上市公司收购完成   指标的股份过户到收购方名下 

元                 指人民币元 

2.1  交易安排 

（a）甲方同意以其设立的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

件受让乙方持有的大连友谊 100,000,000（大写壹亿）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大连友谊 100,000,000（大写壹亿）股股

份转让给收购方（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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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本协议第 4.3.1 条约定期限内，本协议双方应促使大连友谊与乙方或者

乙方指定第三方（以下简称“资产受让方”）进行交易，以合法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要求的方式将大连友谊拥有的商业及酒店类资产及相应负债、业务（以下简称“拟

置出资产”）转让给资产受让方。拟置出资产的转让总价不超过 1,500,000,000 元（大

写壹拾伍亿元），拟置出资产的明细见本协议附件一。 

（c）甲方同意，拟置出资产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转让完成后，收购方按照本

协议约定的条件无偿承担拟置出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金融负债和对于大连友谊及

其子公司（不含对其他拟置出资产）的负债，但收购方承担的拟置出资产负债的总

额不超过 700,000,000（大写柒亿元）。 

3.1  收购方设立 

甲方确认，其将在 2016 年 6 月 18 日前设立一家子公司作为受让大连友谊股份

的主体。甲方应当保证收购方具有足额的资金履行本交易项下相关的支付义务。 

《合作协议》其他主要内容：2.2.1 条、3.4 条详见本回复中问题“（二）”答复；

4.1 条、4.3 条、4.4 条、4.6 条、4.7 条详见本回复中问题“（三）”答复。 

友谊集团与凯生经贸、武汉恒生嘉业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嘉业”）、

武信投资集团于 2016 年 6月 1日签署《意向协议》； 

友谊集团与武信投资控股于 2016 年 6月 28 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1、具体关系： 

根据新老控股股东的回复函，其具体关系为：《合作协议》为前提，包含上市公

司收购的条款和拟置出资产转让的具体条款。一是上市公司收购的条款，对《股份

转让协议》中股份转让价款的组成结构、转让价款支付进度、标的股份交割等进行

了安排，二是拟置出资产转让条款，对拟置出资产转让的转让范围、管理运营、拟

置出资产转让的期限等进行了安排。 

武信投资控股：根据公司已知悉情况，《合作协议》系《意向协议》、《股份转让

协议》签订前的对合作进行整体安排的框架协议，仅约定了双方的合作意向。《意向

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系针对《合作协议》中大连友谊“1亿股股份转让事宜”的

细化约定、具体约定。 

友谊集团：该《合作协议》签署在前，是双方针对控股权转让事宜的整体性一

揽子安排，《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是《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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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差异： 

武信投资控股：《合作协议》与《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间的主要差异

包括两方面：其一，预定交易内容不同，合作协议约定的交易内容包含了《意向协

议》、《股份转让协议》涉及的大连友谊“1亿股股份转让”事宜，以及《意向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未涉及的大连友谊“相关资产置出”事宜部分，两者在交易内容

上存在区别；其二，签署合同主体不同。《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系友谊集团与凯生

经贸、武信投资集团。而《意向协议》的签订主体为友谊集团与凯生经贸、恒生嘉

业、武信投资集团，《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友谊集团与我公司。同时，凯生

经贸、恒生嘉业、武信投资集团系我公司的股东，结合分析可知，《合作协议》、《意

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是交易不同阶段、根据实际交易进度签订的各份协议。 

友谊集团：《合作协议》与《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整

体与部分的关系上，即：《合作协议》是前提，包含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条款和拟置出

资产转让的具体条款；并且对《股份转让协议》中股份转让价款的组成结构、转让

价款支付进度、标的股份交割等进行了安排。 

3、法律效力： 

武信投资控股：针对各份合同效力问题，《合作协议》与《意向协议》、《股份转

让协议》系框架与具体，整体与部分的合同关系，三份合同在主体和内容上存在关

联，且不存在冲突约定。但《合作协议》虽在一份合同中约定了两项交易，但不同

交易之间的合同约定效力不同。针对“1亿股股份转让”事宜的约定，合同成立生效；

针对“商业、酒店类资产置出”事宜的约定，为意向性约定，合同未成立未生效。 

友谊集团：《合作协议》与《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三份协议是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没有互相冲突之处，具备法律效力。 

4、信息披露义务 

武信投资控股：鉴于《合作协议》包含大连友谊“1亿股股份转转让”和大连友

谊“相关资产置出”两项交易内容。针对“1 亿股股份转让”事宜，《意向协议》、《股

份转让协议》与《合作协议》中该部分交易约定一致，我公司已及时告知大连友谊

履行《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以及相关履行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针对“相

关资产置出”事宜，仅系意向性、框架性约定，未达到合同成立标准，无需对外予

以披露。目前，我公司已依法、及时告知大连友谊披露全部已知协议及安排，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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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报备程序。 

友谊集团：《合作协议》是双方针对控股权转让事宜的整体性一揽子安排，故我

集团针对《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等应披露事项，已经告知大连友谊并通过

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披责任。 

针对《合作协议》中提及的大连友谊“商业类、酒店类资产置出”的后续事项

安排，我集团理解是双方针对该事项的约定，待其实施时，由大连友谊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即可。故，我集团理解该部分内容无需在控股权转让时点予以公告。事实上，

在大连友谊商业类、酒店类资产置出时，都由大连友谊据实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友谊集团作为大连友谊资产收购方，根据监管规则，不需要披露购买资金来源，

因此没有披露购买资金来源于公司关联方的情况。 

5、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安排 

经公司向武信投资控股、友谊集团了解，目前双方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

安排。 

 

（二）实际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及 15 亿元用作友谊集团支付拟置出资

产、7 亿元作为拟置出资产债务款项的具体含义，与《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13 亿元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合作协议》第 2.2.1 条规定：“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收购方（即武信控股）应

当向乙方（友谊集团）支付的交易对价合计为 28 亿元，其组成结构如下： 

（a）1,500,000,000 元（大写壹拾伍亿元），乙方应用以向大连友谊支付本协议

2.1（b）项所述拟置出资产转让的价款。 

（b）700,000,000 元（大写柒亿元），作为收购方按照本协议第 2.1（c）项规

定承担拟置出资产债务的款项。 

（c）600,000,000 元（大写陆亿元）作为现金对价。 

双方确认，上述 2.2.1（a）、（b）项金额为暂估金额，收购方实际支付金额应按

照本协议的第 4.4 条及第 4.6 条的约定另行确定。 

双方确认，本协议第 3.4 条所述 1,300,000,000（大写壹拾叁亿元）股份转让价

款包括在本条所述交易对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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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第 3.4 条 股份转让价款 

双方同意，《股份转让协议》记载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1,300,000,000（大写

壹拾叁亿元），前述价格的组成结构如下： 

（a）800,000,000 元（大写捌亿元）为本协议第 2.2.1（a）、（b）项所述部分

款项； 

（b）500,000,000 元（大写伍亿元）为本协议第 2.2.1（c）项所述部分款项。 

《股份转让协议》第 1.2 条“1.2 经双方协商同意确定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

价格为 13 元，本次股份转让的总价款为 1,300,000,000 元（大写：壹拾叁亿元）。” 

1、关于 15 亿元用作友谊集团支付拟置出资产、7 亿元作为拟置出资产债务款

项的具体含义 

武信投资控股：武信投资控股：《合作协议》针对价款的约定系从交易价款性质

纬度、交易价款用途纬度两方面予以分类，其一，交易价款性质纬度的分类。性质

分类本质对应《合作协议》约定的两个交易安排，即股份转让对价 13 亿元和资产置

出对价不超过 15 亿元（包含资产购置款和清偿负债款）；其二，交易价款用途纬度

的分类。根据合同第 2.2.1 条的约定，不超过 28 亿元总价中，不超过 15 亿元用于

购置资产，不超过 7 亿元用于清偿购置资产上的负债。针对两纬度价款分类方式如

何对应、结合问题，需依据《合作协议》约定的价款支付安排进一步分析。合同约

定股份转让对价 13 亿元先行向友谊集团支付，其中 8亿元必须用于资产置出（包括

购置资产、清偿债务）；合同约定资产置出对价不超过 15 亿元应按照友谊集团与大

连友谊资产置出实际进展、分批次予以支付。其中，不超过 14亿元用于资产置出（包

括购置资产、清偿债务），要以友谊集团成功购买大连友谊名下资产为支付条件。综

上所述，股份转让对价中的 8 亿元和资产置出对价中的不超过 14亿元，对应用途纬

度中的不超过 15 亿元的购置资产款以及不超过 7亿元的清偿负债款。另，针对资产

购置款和清偿负债款，必须严格按照用途纬度的限额、期限和实际发生金额来支付，

超过则武信控股有权拒绝予以支付。 

友谊集团：依据《合作协议》约定， 7 亿元用作收购方按照协议约定承担拟置

出资产债务的款项是指：收购方无偿承担拟置出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金融负债和

对于大连友谊及其子公司（不含对其他拟置出资产）的负债；15 亿元用作友谊集团

支付拟置出资产的转让价款是指：收购方向友谊集团支付的用以向大连友谊支付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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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出资产转让的价款。 

 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凯生经贸及武信投资集团应在股份转让完成后，促成

大连友谊将大连友谊拥有的商业及酒店类资产及相应负债、业务转让给友谊集团或

者友谊集团指定的第三方，完成置出资产的置出。 

2、与《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13 亿元存在较大

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武信投资控股：针对《合作协议》约定交易对价问题，该协议明确约定交易总

对价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系不确定金额范围，并非固定金额。其中，人民币 13

亿元系我公司向友谊集团支付大连友谊“1亿股股份转让”对价，针对这一情况，《合

作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且该金额与《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标的股

份转让价款 13 亿元相同；剩余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系我公司拟向友谊集团支付的

“相关资产置出”对价的款项范围，具体金额应以最终实际置出资产价值及负债金

额为准。同时，针对《合作协议》提及的“15 亿元用作友谊集团支付拟置出资产、7

亿元作为拟置出资产债务款项”，仅是双方针对友谊集团收取交易对价后如何使用的

约定，即系对交易对价用途纬度的分类，与前述从性质纬度分类的 13 亿元股份转让

对价、不超过 15 亿元资产置出对价不存在矛盾或冲突。因此，《合作协议》约定的

13 亿元股份转让价款与《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 13亿元标的股份转让

金额一致，不存在冲突。 

友谊集团：《合作协议》是双方针对控股权转让事宜的整体性一揽子安排，该约

定的交易对价为 28 亿元，而《意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仅针对股份转让进行了

约定，其载明的交易对价为 13亿元。 

 

（三）标的股份转让协议关于置出资产的具体约定，截至目前置出资产的实际

情况及履行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公司答复： 

《合作协议》第四条“拟置出资产的转让”主要内容如下： 

4.1 拟置出资产的范围  

（a）股权类资产 

大连友谊拟向乙方转让的部分股权类资产，具体明细详见《合作协议》中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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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清单（附表一，从法院取得材料和经询问双方，未有该附表）。 

（b）非股权类资产。截至 2016 年 4 月 30日，大连友谊拥有的部分非股权类资

产（含固定资产、业务相关债权、存货）。 

4.3 拟置出资产的转让 

4.3.1 拟置出资产转让的期限 

（a）乙方力争在上市公司收购完成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在满足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双方尽早启动其他股权类资产的转

让，但大连富丽华大酒店股权转让不得早于其他股权类资产的转让。 

（b）非股权类资产应在上市公司收购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非因双方原

因导致非股权类资产未在上市公司收购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完成，经双方协商一致，

转让期限可延长 12 个月。 

4.4 拟置出资产交易对价的确定方式 

双方同意，大连友谊应当聘请乙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

事务所对拟置出资产进行评估，并以拟置出资产净资产评估值作为拟置出资产交易

对价的确定依据，并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拟置出资产交易总价进行相应调整。 

…… 

4.6 拟置出资产债务的负担 

（a）债务的种类及确认期限 

经双方确认，需由收购方承担的拟置出资产的债务种类包括拟置出资产对金融

机构的负债和对大连友谊及其子公司（不含对其他拟置出资产）的负债，债务金额

的确认期限应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 

（b）债务金额的确定 

收购方应承担的债务金额应根据拟置出资产评估明细表所列明的、拟置出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对金融机构和大连友谊及其子公司（不含对其他拟置出资产）的负

债金额确定。收购方承担拟置出资产的债务达到 700,000,000 元（大写柒亿元）后，

收购方无需再承担拟置出资产的任何债务。 

4.7 剩余款项的支付 

双方确认，本协议第 2.2.1 条规定的价款扣除收购方按照本协议 3.4 条支付的

转让价款后剩余款项 1,500,000,000 元（大写壹拾伍亿元），其中，2.2.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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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剩余款项为 1,400,000,000 元（大写壹拾肆亿元），2.2.1（c）项剩余款项为

100,000,000 元（大写壹亿元）。上述剩余款项的支付方式如下： 

（a）2.2.1（a）、（b）项剩余款项的支付 

每次拟置出资产出售时，收购方应支付相关款项的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应支付金额=截至该次出售拟置出资产交易对价综合（含该次出售交易价格）+

截至该次出售的拟置出资产所对应的由收购方承担的负债共和（含该次出售的拟置

出资产所对应的由收购方承担的负债）-收购方已支付的本协议 2.2.1（a）、（b）项

下款项总额。 

如果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金额小于等于 0 元的，收购方无需向乙方支付款

项；如果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金额大于 0 元，收购方应在拟置出资产转让协议

生效并确定应由收购方承担的、拟置出资产所对应的负债金额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金额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共管账户。资产受让方应在共管账

户收到前述款项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支付置出资产转让价款，并偿还拟置出资产对

大连友谊及其子公司（不含对其他拟置出资产）的负债。 

（b）2.2.1（c）项的剩余款项的支付 

拟置出资产全部转让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收购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本

协议第 2.2.1（c）项下款项 100,000,000 元（大写壹亿元）。 

 

截至目前置出资产的实际情况、履行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如下： 

1、2016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将公司持有的（1）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100%股权、（2）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100%股权、（3）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

限公司 65%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关联法人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

855,078.50 元，目标公司欠公司债务合计人民币 366,412,215.41 元，由友谊集团通

过目标公司或友谊集团直接一次性支付给公司。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日公司与友谊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友谊集团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及目标公司欠款。2016 年 9 月 30日，公司与友谊集团就转让标的进行了交

接。截止 2016 年 10 月 21 日，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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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 11 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将公司持有的（1）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含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60%股权、（2）大连友嘉购物有限公司 90%股权、

（3）大连友谊购物广场发展有限公司 90%股权、（4）沈阳友谊（铁西）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99%股权、（5）邯郸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100%股权、（6）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

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50%股权、（7）大连锦城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70%股权、（8）大

连友谊服装有限公司 100%股权、（9）大连友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公

司关联法人友谊集团，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 371,804,491.04 元，标的公司应付

公司债务净额合计人民币 161,887,895.75 元，经双方确认，友谊集团同意上述款项

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十日内，由友谊集团通过目标公司或友谊集团直接一次

性支付给公司；同时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将其持有的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转让给本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 7,557,592.44 元。2016 年 12 月 7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日公司与友谊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友谊集团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及往来款项清偿款，并已支付全部购买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

款，双方就转让标的公司进行了交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股权转让标的公司

除邯郸友谊商城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工商变更外，均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

2017 年 1 月 4 日，邯郸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至此，本次股权转让

标的均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宜全部完成。 

3、2017 年 12 月 1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所属分公司友谊宾馆、新友谊商店所占用的

经营资产与负债以及营业楼房产；大连南浦外供食品有限公司 30%股权；控股子公司

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友嘉购物有限公司 2%股权、大连友谊

购物广场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合计以 45,988,922.24 元出售给大连友谊集团有限

公司。2017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

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日与友谊集团签署了关于转让大连南浦外供食品有限

公司 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友谊集团签

署了关于大连友嘉购物有限公司 2%股权、大连友谊购物广场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

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 年 12 月 21 日与友谊集团签署了关于友谊宾馆、新友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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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所占用的经营资产与负债以及营业楼房产的《资产转让合同》，上述转让事宜已全

部办理完毕。 

 

（四）武信投资集团、凯生经贸、武信投资控股向友谊集团支付 16.64 亿元的

主要内容，尚未支付款项的具体情况，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终止的风险。 

武信投资控股认为：对于已支付的 16.64 亿元，从性质层面而言，其中 13 亿元

为股份转让对价，已全部支付完毕，剩余款项为承担资产置出及清偿置出资产所负

债务的款项。从用途层面而言，股份转让对价 13 亿元中的 8亿元也需用于购置资产

及清偿置出资产上的负债。 

武信投资控股支付明细 

日期 摘要 金额（元） 

2016/7/5 向友谊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600,000,000.00 

2016/7/14 向友谊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500,000,000.00 

2016/7/26 向友谊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200,000,000.00 

2016/12/14 

向友谊集团支付 

清偿债务款项 

45,000,000.00 

2016/12/14 40,000,000.00 

2016/12/14 40,000,000.00 

2016/12/14 50,000,000.00 

2016/12/14 60,000,000.00 

2016/12/14 55,000,000.00 

2017/12/27 向友谊集团支付资产购置款项 73,904,266.74 

合计 1,663,904,266.74 

针对“1 亿股股份转让”事宜，已全部履行完毕，该部分合同终止（剩余未支付

的 1亿元现金对价不是股份转让对价 13 亿元中的 1 亿元，而是资产置出及偿还负债

对价 15 亿元中的 1亿元。）； 

针对“商业、酒店类资产置出”事宜。一方面，该部分合同约定未成立、未生

效，在友谊集团未与大连友谊签订后续正式资产置出协议的情况下，双方无需针对

未成立之合同约定进行履行。另一方面，根据《合作协议》第 4.3.1 条（b）以及第

11.3 条约定可知，针对非股权类资产，双方约定了履行期限限制（股份交割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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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月内，即 2018 年 7月 20 日之前友谊集团应完成非股权类资产置出）。若超过该

期限，友谊集团未能完成非股权类资产置出，除“因客观原因导致未能按期完成且

双方协商一致延长 12 个月”以及“因武信控股/大连友谊不予配合”两种情况外，

大连友谊无需再向友谊集团置出相应资产，武信控股无需再向友谊集团支付资产置

出对价。目前，友谊集团所主张的剩余未置出资产均为非股权类资产，且约定期限

已过，并不存在上述可继续履行的两种例外情形。因此，针对该部分约定，无需继

续履行，该部分合同终止。 

友谊集团认为：截至目前，收购方已支付 1,663,904,266.74 元（即：下表所列

示转让股权收到金额），其中：用于承担拟置出资产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7亿元（实际

承担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729,243,648.43 元，即：下表所列示回购债权支付金额），

承担已置出股权类及非股权类资产对价为人民币 445,906,899.85 元（即：下表所列

示回购股权、资产支付金额），支付股份现金对价为人民币 488,753,718.46 元。详

见下表： 

交易明细表 

日期 摘要 
转让股权收到金

额（1） 

回购股权、资产支

付金额（2） 

回购债权支付金

额（3） 
现金对价（4） 

2016/7/5 
收武信投资控股（深

圳）股权转让款 
600,000,000.00 

  
- 

2016/7/14 
收武信投资控股（深

圳）股权转让款 
500,000,000.00 

  
- 

2016/7/26 
收武信投资控股（深

圳）股权转让款 
200,000,000.00 

  
- 

2016/7/28 
付辽阳友谊商城偿还

贷款   
185,000,000.00 

 

2016/9/29 
付大连友谊对辽阳友

谊商城债权   
110,000,000.00 

 

2016/9/29 
付大连友谊对辽阳友

谊商城债权   
30,000,000.00 

 

2016/9/29 
付大连友谊对辽阳友

谊商城债权   
26,412,215.41 

 

2016/9/29 
付大连友谊对辽阳友

谊商城债权   
57,500,000.00 

 

2016/9/29 
付大连友谊对辽阳友

谊商城债权   
150,000,000.00 

 

2016/10/28 
付大连友谊辽阳友谊

等三家回购款  
855,0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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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4 

收武信投资控股（深

圳）股权转让款 

45,000,000.00 
  

- 

2016/12/14 40,000,000.00 
  

- 

2016/12/14 40,000,000.00 
  

- 

2016/12/14 50,000,000.00 
  

- 

2016/12/14 60,000,000.00 
  

- 

2016/12/14 55,000,000.00 
  

-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回购邯郸

友谊等九家回购款  
1,704,491.04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回购邯郸

友谊等九家回购款  
4,200,000.00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回购邯郸

友谊等九家回购款  
1,700,000.00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回购邯郸

友谊等九家回购款  
364,200,000.00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对友嘉购

物债权   
13,832,852.59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对友谊购

物广场债权 

  
3,843,019.33 

 
2016/12/14 

  
30,000,000.00 

 
2016/12/14 

  
30,000,000.00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对友谊航

运债权   
13,554,967.51 

 

2016/12/14 
付购友谊物业回购债

权   
3,836,466.75 

 

2016/12/14 
付大连友谊对富丽华

酒店债权   
64,107,190.41 

 

2016/12/14 
付沈阳友谊（铁西）回

购债权   
10,500,000.00 

 

2017/12/27 
收武信投资控股（深

圳）股权转让款 
73,904,266.74 

   

2017/12/27 
付大连友谊回购南浦

股权  
9,515,641.61 

  

2017/12/27 
付大连友谊回购友谊

宾馆、新友谊资产款  
36,473,280.63 

  

2017/12/27 
付大连友谊对友谊宾

馆、新友谊债权   
656,936.43 

 

2017/12/27 
付合升地产回购资产

款  
27,258,408.07 

  

合计 1,663,904,266.74 445,906,899.85 729,243,648.43 488,753,718.46 

注：转让股权收到金额（1）=回购股权、资产支付金额（2）+回购债权支付金额（3）+现金对价（4） 

尚未支付款项的具体情况，为武信投资集团、凯生经贸、武信投资控股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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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内促成大连友谊完成其旗下大连友谊商城、友谊商城新天

地店、友谊商城开发区店、大连友谊广告公司的非股权类资产置出，及 1 亿元现金

对价，即我集团在起诉状中提及的 11.36 亿元本金的范围。 

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终止的风险：鉴于武信投资控股已向友谊集团全额支付

13 亿元股份转让对价，友谊集团亦向武信投资控股完成大连友谊 1 亿股股份交割。

因此，《股份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终止的风险。 

 

二、结合问题一及相关事实情况，分析你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

确、完整，是否及时、公平披露，并说明你公司原控股股东、现控股股东，时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知悉标的股份转让事项的具体情况，是否及时履行告知

或披露义务，同时报备相关协议事项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武信投资控股答复： 

上述《合作协议》为我公司股东的时任负责人签订，完成股份收购后，我司向

上市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股东方代表，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履

行管理、监督职责，对未披露协议事项并不知情。 

内幕信息知情人为部分《合作协议》的签订当事人： 

陈志祥（我司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 

熊伟（股东武信投资集团时任董事长，目前已不在股东单位任职） 

友谊集团答复： 

结合以上分析和实际，我集团认为：我们已经就发生事实及时履行了告知义务，

大连友谊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内幕知情人名单如下： 

田益群（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善津（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公司答复： 

2016 年 5 月 18日，公司接到原控股股东友谊集团通知，友谊集团拟探讨股权转

让事宜。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19 日

开市起停牌。 

2016 年 6 月 1日，公司再次接到友谊集团通知，友谊集团已与凯生经贸、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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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业、武信投资集团签署了《意向协议》，友谊集团拟将其持有的 10,000 万股公司

股份转让给凯生经贸、恒生嘉业与武信投资集团合资设立的一家公司。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6-037），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6月 2 日复牌。 

2016 年 6 月 8日，凯生经贸、恒生嘉业、武信投资集团合资成立武信投资控股。 

2016 年 6 月 28日，公司接到友谊集团通知，友谊集团与武信投资控股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友谊集团将其持有的 100,000,0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6%）以每股 13 元的价格转让给武信投资控股。公司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40），同时

披露了武信投资控股委托公司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友谊集团委托公司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6 年 7 月 20日，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相关证券过户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成。

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成后，武信投资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8.06%，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陈志祥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于 2016

年 7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4）。 

2019 年 12 月初，公司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19 辽 02 民初 949

号）及友谊集团《起诉状》、追加第三人《申请书》，方才知悉友谊集团起诉武信投

资集团、凯生经贸违约一事，并将公司追加为第三人。虽然该项诉讼仅将公司列为

第三人，原告并没有向公司主张权利，但基于该诉讼事项的重要性，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就该事项的主要

内容进行了披露。 

结合相关事实情况，在 2016 年度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时，随着相关协议的签署

及控制权转让事项的逐步推进，公司依据信息披露及监管规则，要求交易双方向公

司提供本次交易的完整资料，并依据交易双方提供的资料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且在原控股股东与新控股股东诉讼事项将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后，公司根据从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取得的相关诉讼文件，及时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履行了必要的信息

披露义务。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同时，经公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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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时任董事孙锡娟；独立董事张启銮、李秉祥、于红兰；监事张桂香、方

雷、于进伟；高级管理人员李永军、杨立斌、孙锡娟对于其任期内，公司控制权变

更事宜，基于交易双方向公司提供的材料及信息披露文件，履行了必要的告知、监

督、核查义务。 

对于交易双方未提供的文件及其他协议安排，上述人员不知悉具体情况，亦无

法做出判断，且上述人员已出具了《声明》。 

上述人员中：公司时任监事张桂香自 2002 年起任友谊集团财务总监；公司时任

副总裁杨立斌自 2011 年起任友谊集团董事。 

2、公司原控股股东、现控股股东没有告知交易双方所签署的《合作协议》及其

内容，公司未知交易双方未告知公司《合作协议》及其内容的原因。就本次交易双

方诉讼事项，公司正在等待司法部门的裁定。 

武信投资控股与友谊集团所签署的协议及相关资产出售安排是股东的交易行为，

非上市公司的行为。相关资产出售安排在未取得上市公司相关审批程序审议通过、

相关监管机构认可无异议前是无效的，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上市公

司在 2016 年 9月 12 日、2016 年 11 月 21日、2017 年 12 月 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出

售相关资产时，均已比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交易是

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说明，公司在实际出售资产时均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如未来由于上市公司战略规划、或股东诉讼等情形，导致上市公司出售相关资产，

届时公司将比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交易是否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进行测算，如届时的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程序。 

3、关于友谊集团与武信投资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祥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是：“大连友谊新老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 2016 年股权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作协议》是 2016 年股

权变动中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无论如何认定其效力，均属于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

应公开披露的重要内容；大连友谊新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志祥由于认识、理解错

误而未披露其签署《合作协议》的行为是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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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二十三条的要求规定的，属于信息披

露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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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