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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0-15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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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8 年以来，为增强综合实力，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公司”）引入了外部投资者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陆金汀”，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

于 2018 年 4 月 21 日、2018 年 8 月 3 日、2020 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对武汉公司实施单方增资扩股。截至目前，武汉公司股权结构为：本

公司直接持有其 91.2238%股份，公司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泛海信

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信华”）持有其 1.0315%股份，杭

州陆金汀持有其 7.7447%股份。 

考虑到武汉公司统筹运作的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在公司地产业务

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蕴含的运营空间和发展潜力，同时为后续武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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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引入战略投资者提供便利，经公司与杭州陆金汀友好协商，杭

州陆金汀同意将其持有的武汉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本公司。 

2020 年 9 月，公司以 1,666,706,012.28 元的金额，受让了杭州陆

金汀持有的武汉公司 2%股份。现公司拟继续以 6,283,087,032.83 元的

价格，受让杭州陆金汀持有的剩余武汉公司全部股份。泛海信华均放

弃上述受让的优先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陆金汀将不再持有武汉

公司股份。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前后，武汉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本公司 3,537,557.7908 91.2238% 3,837,889.539886 98.9685% 

泛海信华 40,000.00 1.0315% 40,000.00 1.0315% 

杭州陆金汀 300,331.749086 7.7447% 0 0% 

合计 3,877,889.539886 100.0000% 3,877,889.539886 100.0000% 

公司、武汉公司、杭州陆金汀将就上述武汉公司 7.7447%股份转

让事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事项已经 2020年 11月 23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8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三）其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公司受让武汉公司部分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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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名称：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成立时间：2016 年 2 月 29 日 

（三）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四）注册地：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 999 号 2 号楼 208

室 

（五）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 

1.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守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 1 万元，占比 0.0001%。 

2. 有限合伙人：北京中财龙马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760,001 万元，占比 99.9999%。 

（六）存续期：长期 

（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八）主要投资领域：科技、文化、教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的核心企业 

（九）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说明：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十）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05,200,027.45 5,773,158,597.14 

负债总额 446,452,998.97 446,452,5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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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经审计） 

净资产 6,558,747,028.48 5,326,706,024.81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359,096.33 -8,864,169.79 

净利润 -359,096.33 -8,864,169.79 

（十一）经查询，杭州陆金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 公司名称：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02 年 2 月 8 日 

3.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 198 号泛海城市广场 12

层 

4. 法定代表人：韩晓生 

5. 注册资本：3,877,889.539886 万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科技、文化、教育、

金融等产业项目投资；装饰工程、装修工程；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

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除外）；商业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 

7.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其 91.2238%股份，公司通过公司全

资子公司北京泛海信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315%股份，公司非关

联第三方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7.7447%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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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查询，武汉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财务状况（合并报表口径）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298,004,241.47 119,055,873,645.08 

负债总额 59,621,653,756.81 65,074,698,352.09 

净资产 53,676,350,484.66 53,981,175,292.99 

营业收入 5,695,972,459.31 9,279,294,802.32 

利润总额 463,853,400.95 3,801,244,215.08 

净利润 622,591,711.35 3,101,930,487.02 

（三）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资资产评估”）出具了《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

估报告》（中资评报字【2020】329 号）。本次评估的具体情况见下： 

1. 评估对象：武汉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2.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3. 评估方法及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具体如下： 

（1）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7,245,070.74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2,832,963.33 万元，增值率为 64.21%。 

（2）资产基础法评估前账面总资产为 7,409,559.39 万元，总负债

为 2,997,451.99 万元，净资产为 4,412,107.40 万元。评估后的总资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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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9,623,843.87 万元，总负债为 2,994,557.79 万元，净资产为

6,629,286.08 万元，与账面值相比增值为 2,217,178.68 万元，增值率为

50.25%。 

（3）评估方法的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主要为武汉公司单

项资产价值加总的反映，而市场法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以行业特

定价值比率及企业资产资产、经营情况来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受

2020 年 1 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评估人员未能进入武汉对资产

进行现场核实和实地勘察，现场工作程序受到限制，且资产基础法不

能体现企业作为一个持续经营和持续获利的经济实体的价值，不能很

好地体现企业价值的全部内涵，而市场法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业务

规模、收益结构、经营管理能力、盈利能力等特点。基于前述情况，

评估人员认为市场法评估结果相对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合理准

确反映股权价值，故最终评估结论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 

4. 评估结论：本次评估报告选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具体评估结论：武汉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 4,412,107.40 万元，

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7,245,070.74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2,832,963.33

万元，增值率为 64.21%。 

（四）其他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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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公司所属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具有获取早、位置好、成本低、

价值高、体量大等突出优势，涵盖住宅、商业、酒店、写字楼等丰富

业态，能够满足不同市场需求，并可根据政策和市场变化相应进行调

整优化，其具有的市场价值远高于账面价值。另外，武汉公司持有的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近年来业务发展迅速，

市场规模提升，股权有较大溢值空间。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参考中资资产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

载明的武汉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结论，经协商，本次受让价格

拟定为每股约 2.092 元，资金来源系自筹资金。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法律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

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利益。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武汉公司拟就本次受让股份事项与杭州陆金汀签订《股份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见下： 

转让方：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转

让方”） 

受让方：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标的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一）本次交易 

1. 交易金额 

各方确认，转让标的为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

司 3,003,317,490.00 股股份，即目标股份。转让方有权选择分笔向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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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转让目标股份，直至目标股份全部转让完毕。 

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参考标的公司评估协商定价，受让方同意

按照 2.0920 元/股的价格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目标股份，目标股份转让

价格总计为人民币 6,283,087,032.83 元。 

2. 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协议各方同意，受让方应当在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向转让方支

付完毕本协议项下全部目标股份转让价款。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期间，发生如下任一情

形时，转让方有权通知受让方，要求受让方在转让方发出通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提前受让全部目标股份，并一次性支付全部目标股份转

让价款： 

（1）受让方发生下列导致其丧失或可能丧失债务清偿能力的情形

之一的：（i）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恶化，（ii）低价、无偿转让重大

财产/债权，减免第三方重大债务，怠于行使重大债权或其他重大权利； 

（2）受让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i）严重违反本协议任一约

定或陈述与保证的事项存在任何虚假、错误、遗漏；（ii）发生托管

（接管）、减少注册资本金、被合并、被兼并、被外部收购重组、（被）

申请停业整顿、申请解散、被撤销、（被）申请破产、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变更或重大资产转让、停产、歇业、被有权机关施以高额罚款、

被注销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或财务状况恶

化、或者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无法正常履行职责；  

（3）受让方对外部金融机构债权人发生违约并实质危及本协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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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让方权益事项的情形； 

（4）受让方发生重大舆情不利变化并实质危及转让方在本协议项

下权益实现的； 

（5）转让方认为可能实质危及其在本协议项下权益实现的其他情

形。 

3. 目标股份的交割 

各方确认并同意，转让方收到目标股份转让价款后，十个工作日

内，武汉公司向公司股东出具最新的股东名册，受让方应至武汉中央

商务区所在地股份托管机构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转让方应予以配

合。 

各方确认并同意，自公司根据杭州陆金汀发送的支付通知书中的

约定向陆金汀支付各笔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公司即享有支付通知书

中载明的该部分股份及其附着的一切权利及权益；杭州陆金汀将不再

对支付通知书中载明的该部分股份享有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二）违约条款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

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被违背，视为该方违约，违约方

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其他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其他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履行、赔偿损失等补救措施。 

若受让方未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支付目标股份转让价款

的，每逾期一日，转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以逾期支付目标股份转让价

款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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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该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 

若受让方逾期支付目标股份转让价款超过 3 个工作日的，转让方

有权要求受让方一次性支付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全部目标股份转让价

款，并按照该笔目标股份转让价款的 10%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 

（三）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

生效，各方均不得撤销。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

生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是公司发展地产业务的核心载体，是公司顺

利实现战略转型目标的战略储备资源和重要依托。今年以来，受新冠

疫情影响，武汉公司各项业务受到冲击较大，项目价值释放趋缓，目

前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复苏，借助国家对武汉

地区的政策等各方面扶持，武汉公司的业务与效益有望快速恢复并实

现提升。特别是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芸海园、桂府、芸府等项目持续

开发和销售将为公司带来可观的现金流入，助推武汉公司的盈利能力

的提升。 

此外，在与外部战略投资者磋商的过程中，外部战略投资者普遍

关注项目标的的经营调整决策的顺畅度，要求降低协调成本。本次交

易有利于优化武汉公司股权结构，以便更好地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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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拟采取的顺应引战形势的必要举措。下一阶段，公司将集中力量进

一步为武汉公司寻求大规模战略投资者，实现强强联合，以充分挖掘

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的运营增值潜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武汉公司

100%股权，武汉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

司失去对武汉公司的控制权，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三）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