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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7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20-069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公司参与收购平潭泰新置业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

100%股权及部分债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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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2020 年 10月 12 日，公司所属公司福州鲁能与交易对方鼎新公司完成相关产权

交易合同签署。目前，本次交易尚未进行资金支付和资产交割，本事项尚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及进展情况 

2020 年 8月 26日，平潭鼎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鼎新公司”）委托南

平市产权交易中心发布了相关挂牌转让公告，拟捆绑转让其所持有的平潭泰新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新公司”）、平潭盛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新公

司”）、平潭雄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新公司”）、平潭仁新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仁新公司”）100%国有股权及其持有的盛新公司、雄新公司、仁新

公司 50%债权，挂牌底价为 65,667.65万元。根据挂牌资料显示，泰新公司、盛新公

司、雄新公司、仁新公司均为鼎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均注册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2

日，注册资本均为 1 亿元人民币，企业经营范围均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建筑装饰业等。鼎新公司持有上述公司 100%股权。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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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所属公司参与收购平潭

泰新置业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 100%股权及部分债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公司福

州鲁能地产有限公司（简称“福州鲁能”）参与收购上述四家公司 100%股权及部分

债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公告编号分别为“2020-059”“2020-060”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关于所属公司参与收购平潭泰新置业有

限公司等四家公司 100%股权及部分债权的公告》）。 

截至 2020 年 9 月 23 日，有意竞标且提交竞标资料的意向受让方仅有公司所属

公司福州鲁能一家。经南平市产权交易中心审核确认，福州鲁能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收到竞价结果通知单，受让价格为挂牌底价 65,667.65 万元，另需向南平市产权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支付交易佣金 160.21万元，交易价款总额为 65,827.86 万元。福

州鲁能已按要求将竞拍保证金 7,000 万元交付至南平市产权交易中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为“2020-061”的《关于所属公司参与收购平潭泰新置业有限公

司等四家公司 100%股权及部分债权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10月 12 日，福州鲁能与交易对方鼎新公司完成相关产权交易合同签署。

目前，本次交易尚未进行资金支付和资产交割，本事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相关协议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所属公司福州鲁能与交易对方鼎新公司就泰新公司、

盛新公司、雄新公司、仁新公司 100%股权及部分债权转让分别签订了《平潭泰新置

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转让合同》《平潭盛新置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和相关

债权转让合同》《平潭雄新置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和相关债权转让合同》《平

潭仁新置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和相关债权转让合同》，合同内容主要如下： 

（一）《平潭泰新置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转让合同》 

1.转让的标的、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鼎新公司将所持有的泰新公司 100%股权有偿转让给福州鲁能。上述转让标的通

过南平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布转让信息征集受让方，采用密封式报价加网络

竞价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股权交易合同，实施股权交易。转让标

的价格为人民币 33,142.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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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款项（含利息）直接付至鼎新公司账户。福州鲁能应按以

下时间要求支付转让价款：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福州鲁能向鼎新公司

支付首期 50%股权转让价款；剩余的 50%款项，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鼎新公司同

意受让方按本合同约定延期支付剩余50%的款项：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鼎新公司支付首期 50%股权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鼎新公司提供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担保方式可采

用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保证方式。 

3.产权交割事项 

交易基准日为评估基准日（2020年 5月 15 日）。由交易基准日起至股权工商变

更完毕日止，其间标的企业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受让方支付

首期 50%股权转让价款且向鼎新公司提供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

或受让方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后，鼎新公司应在 15个工作日内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提交给福州鲁能，并同时配合福州鲁能办理完成标的股权变更

登记手续。非鼎新公司原因导致不能按时提交文件的，鼎新公司有权顺延提交时间。

收到鼎新公司提供的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后 15个工作日内，福州

鲁能应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办理转让标的的股权变更手续。 

（二）《平潭盛新置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和相关债权转让合同》 

1.转让的标的、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鼎新公司将其所持有的盛新公司 100%股权和对盛新公司 9,050 万元借款债权有

偿转让给福州鲁能。上述转让标的通过南平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布转让信息

征集受让方，采用密封式报价加网络竞价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股

权交易合同，实施股权交易。转让标的中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48.69 万元，债权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050万元，转让标的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9,698.69 万元。 

2.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款项（含利息）直接付至鼎新公司账户。本合同生效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福州鲁能向鼎新公司一次性支付转让款项。 

本次债权转让后，鼎新公司对标的企业仍享有 9,05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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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鼎新公司同意标的企业在本合同生效后一年内偿还前述借

款本金和利息：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鼎新公司一次性支付

全部转让款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鼎新公司提供经鼎新

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担保方式可采用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包括但不

限于第三方保证方式。 

3.产权交割事项 

交易基准日为评估基准日（2020年 5月 31 日）。由交易基准日起至股权工商变

更完毕日止，其间标的企业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本合同转让

的 9,050 万元借款债权在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至福州鲁能名下（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日）之日为债权转移日。 

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且提供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后；

或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且向鼎新公司代为清偿标的公司所欠借款和利息后，鼎

新公司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提交给福州鲁

能，并同时配合福州鲁能办理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非鼎新公司原因导致不

能按时提交文件的，鼎新公司有权顺延提交时间。收到鼎新公司提供的办理股权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后 15个工作日内，福州鲁能应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办理

转让标的的股权变更手续。 

（三）《平潭雄新置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和相关债权转让合同》 

1.转让的标的、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鼎新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雄新公司100%股权和对雄新公司10,650万元借款债权有

偿转让给福州鲁能。上述转让标的通过南平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布转让信息

征集受让方，采用密封式报价加网络竞价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股

权交易合同，实施股权交易。转让标的中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63.375 万元，债

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650万元，转让标的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11,413.375 万元。 

2.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款项（含利息）直接付至鼎新公司账户。本合同生效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福州鲁能向鼎新公司一次性支付转让款项。 

本次债权转让后，鼎新公司对标的企业仍享有 10,65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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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鼎新公司同意标的企业在本合同生效后一年内偿还前述借

款本金和利息：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鼎新公司一次性支付

全部转让款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鼎新公司提供经鼎新

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担保方式可采用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包括但不

限于第三方保证方式。 

 3.产权交割事项 

交易基准日为评估基准日（2020年 5月 31 日）。由交易基准日起至股权工商变

更完毕日止，其间标的企业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本合同转让

的 10,650 万元借款债权在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至福州鲁能名下（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日）之日为债权转移日。 

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且提供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后；

或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且向鼎新公司代为清偿标的公司所欠借款和利息后，鼎

新公司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提交给福州鲁

能，并同时配合福州鲁能办理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非鼎新公司原因导致不

能按时提交文件的，鼎新公司有权顺延提交时间。收到鼎新公司提供的办理股权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后 15个工作日内，福州鲁能应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办理

转让标的的股权变更手续。 

（四）《平潭仁新置业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和相关债权转让合同》 

1.转让的标的、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鼎新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仁新公司100%股权和对仁新公司10,650万元借款债权有

偿转让给福州鲁能。上述转让标的通过南平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布转让信息

征集受让方，采用密封式报价加网络竞价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股

权交易合同，实施股权交易。转让标的中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63.375 万元，债

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650万元，转让标的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11,413.375 万元。 

2.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款项（含利息）直接付至鼎新公司账户。本合同生效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福州鲁能向鼎新公司一次性支付转让款项。 

本次债权转让后，鼎新公司对标的企业仍享有 10,65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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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鼎新公司同意标的企业在本合同生效后一年内偿还前述借

款本金和利息：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鼎新公司一次性支付

全部转让款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鼎新公司提供经鼎新

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担保方式可采用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包括但不

限于第三方保证方式。 

3.产权交割事项 

交易基准日为评估基准日（2020年 5月 31 日）。由交易基准日起至股权工商变

更完毕日止，其间标的企业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本合同转让

的 10650 万元借款债权在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至福州鲁能名下（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日）之日为债权转移日。 

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且提供经鼎新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足额的担保后；

或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且向鼎新公司代为清偿标的公司所欠借款和利息后，鼎

新公司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提交给福州鲁

能，并同时配合福州鲁能办理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非鼎新公司原因导致不

能按时提交文件的，鼎新公司有权顺延提交时间。收到鼎新公司提供的办理股权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文件后 15个工作日内，福州鲁能应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办理

转让标的的股权变更手续。 

三、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鼎新公司承诺转让标的不存在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否则由鼎新公司负责安置并

承担费用。 

为推进上述收购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福州鲁能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盛新公司、

雄新公司、仁新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所属公司福州鲁能延期付款义

务及盛新公司、雄新公司、仁新公司剩余债务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详见公司

发布的公告编号分别为“2020-062”“2020-064”“2020-065”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为所属公司福州鲁能提供担保的公告》和《关于

为盛新公司、雄新公司、仁新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上述担保尚需经公司 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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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收购的目的是拓展公司及所属公司房地产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

布局，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3.相关审计报告； 

4.相关评估报告； 

5.相关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