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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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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航基础”）及其子公司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名称为“海

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临空”）拟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及其子公司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更名前名称

为“海南信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铺日月”）、海南望海国际商

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海国际”）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书》，海岛临空

拟将其持有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 6 号望海国际广场 1 期-3 至-1

车库（以下简称“2 号车库”）的使用权作价 3,140.00 万元、富力首府项目 D16 地

块 2 号楼房产认购权及其拥有的等额于房产价值的应收款债权（以下简称“富力

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作价 43,388.11 万元与酷铺日月持有的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国兴大道日月广场 1 号下沉式广场 B1 层（负 2 楼）建筑面积 25,298.67

平方米的 2017 号商铺房地产 2017 号商铺（以下简称“日月商铺”）作价 48,339.50

万元进行置换，对价差异 1,811.39 万元以冲抵海航基础及子公司对供销大集及子

公司的经营性应收账款方式进行结算。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故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 年 12 月 8 日，海航基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孙公司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商铺房地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孙公司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商铺房地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127），会议同意酷铺日月购买公司子公

司海岛临空持有的日月商铺，合同总价为 57,125.79 万元（单价：22,580.55 元/

平方米）。截至目前，酷铺日月已向海岛临空支付日月商铺购房款 48,339.50 万

元，余款 8,786.29 万元未付。 

现基于双方战略、业务发展及海口日月广场统一经营规划需要，经友好协商，

达成如下合作：海岛临空拟将其持有的 2 号车库的使用权作价 3,140.00 万元、富

力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作价 43,388.11 万元与酷铺日月持有的日月商铺作

价 48,339.50 万元进行置换（按酷铺日月已支付的 48,339.50 万元购房款置换结

算），对价差异 1,811.39 万元以冲抵海航基础及子公司对供销大集及子公司的经

营性应收账款方式进行结算。 

海航基础与供销大集、酷铺日月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间

接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海航基础和供销大集、酷铺日月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关联方，实际

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1996 年 12 月 5 日 

注册资本：600,782.823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杜小平 

注册地址：西安市解放路 103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批发兼零售；卷烟、雪茄烟的零售；仓储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旅馆；

理发美容；浴池；洗染；汽车清洗装潢、租赁；汽车出租；人力资源中介服务；

饮食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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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日用百货、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皮革制品、钟表眼镜、金银饰品、珠宝玉器、工艺品、文体用品、办

公家具、家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照相器材、运动器材、通讯器材、电子计

算机及零件、化妆品、进口化妆品、洗涤用品的销售；服装干洗；服装加工销售；

柜台租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械制造；摄影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日用品修理、机动车停车场。（以上一般经营范围不含国家专控及前置许

可项目）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5,035,080.79 营业收入 174,478.46 

总负债 2,010,859.39 利润总额 -18,906.60 

净资产 3,024,221.40 净利润 -23,197.74 

  归母扣非净利润 -51,437.89 

与上市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经与供销大集（000564）确认，供销大集应

付海航基础 10,597.68 万元（含前期日月商铺交易的未付余款 8,786.29 万元）。 

2、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0 年 2 月 1 日 

注册资本：616,279.94 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玮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7 号新海航大厦 17 层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进出口贸易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农、林、牧产品、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及家

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医药及医疗器材、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化肥、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销售；有色金属生产加工与销售，铝制

品、钢材、航材贸易；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货运代理服务、仓储

服务、快递服务、包装服务、装卸服务；代理进出口业务，家用电器、酒类的批

发和零售，汽车租赁，汽车、化妆品进出口业务，房地产项目投资、销售及信息

咨询服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491,563.11 营业收入 895.82  

总负债 484,301.89  利润总额 435.33  

净资产 7,261.23  净利润 471.97   

3、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1994 年 7 月 27 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岳东方 

注册地址：海口市海秀路望海商城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纺织品、办公用品、家具、五金工具、交电商业、通

讯器材、工艺品、服装、鞋帽、珠宝首饰(包括金银)、糖、烟、酒、水果、副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文体用品、音像制品、书刊、电子出版读物、



计算机软件、钟表、摩托车及配件、自行车、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化妆品、化

工原料（专营除外）、酒店用品、绿植、汽车、理疗、桑拿、美发、棋牌设备的

销售及电子商务，柜台出租，自有房屋租赁，商场管理，物业管理，停车管理，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20 年 1-9 月 

总资产 414,220.75 营业收入 17,913.71 

总负债 192,346.46 利润总额 -2,323.03 

净资产 221,874.29 净利润 -2,323.03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置入的标的为：日月商铺 

本次置出的标的为：2 号车库、富力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 

（一）日月商铺 

1、标的情况说明：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 8 号

日月广场 1 号下沉式广场 B1 层（负二层）房产，建筑面积 25,298.67 平方米。

该房产属于地下建筑物，未计容，无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前期大集供销链向

海岛临空购买，未办理资产过户。 

2、权属状况说明：日月商铺属于日月广场地下部分房产，按政府相关部门

要求整体补缴地下部分土地出让金才能办理产权证，故截止目前无法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日月商铺所在地块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2016)

字第 007830 号]，证载土地使用权人为海岛临空，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日月商铺存在租赁权利，承租方为海南海航

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日月广场超市分公司，租赁面积为 25,298.67 平方米，

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租金为人民币 1,380

万元整。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账面价值为 575,652,897.58 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5、评估情况： 

⑴ 估值目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需要对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申报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估值，为供销大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⑵ 估值对象：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于估值基准日申报纳入估值范围

投资性房地产。 

⑶ 估值范围：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于估值基准日申报纳入估值范围

的日月广场 1 号下沉式广场 B1 层(负二楼)2017 号商铺，总建筑面积为 25,298.67

平方米，账面价值 575,652,897.58 元。 

⑷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⑸ 估值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⑹ 估值方法：收益法 

⑺ 估值结论：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于估值基准日申报纳入估值范围

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 575,652,897.58 元，估值为 572,688,353.87 元，减值

2,964,543.71 元，减值率 0.51%。本报告及其结论仅用于本报告设定的估值目的，

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本估值结论使用的有效期限为 1 年，自估值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止。 

（二）2 号车库 

1、标的情况说明：2 号车库坐落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 6 号望海国际广

场一期，建筑面积：13532.79 ㎡，套内建筑面积：12138.79 ㎡，合计 314 个车位。 

2、权属状况说明：海南高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签署《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将望海国际广场 2

号车库使用权转让予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完成交割。车位产权证号：海口市房产证海房第 IK447610 号，土地证号：海口

市国用（2007）第 001449 号、（2008）第 009529 号。该资产不存在任何抵质押、

诉讼以及查封等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海岛临空将 2 号车库整租予望海国际使用，

年租金 1,023,240.00 元，包含地下停车场年租金 723,240.00 元，地下停车场广告

业务年租金 300,000.00 元。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计提折旧摊销 78.50万元，账面净值 3,061.50万元,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评估情况：海岛临空 2020 年 7 月 24 日购入价格为 3140 万元。本次交易

价格与前次购入价格保持一致，故未进行评估。 

（三）富力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 

1、标的情况说明：标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 22 号，为首府项

目 D16 地块 2 号写字楼第 5-11 层、第 40-41 层、第 44-46 层共 166 套写字楼物

业，房屋面积共 15,577.43 平方米，套内面积共 10,054.42 平方米，总货值

433,881,100.00 元。目前标的产权持有单位为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

岛临空针对上述资产，享有认购权和应收债权冲抵房款的权利。 

2、权属状况说明：目前标的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及第 5-11 层物业所属在建工

程已抵押予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行，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认购、抵押、冻结、查封、担保、诉讼、仲裁等权利

负担或权利瑕疵。整体物业交付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30 日之前。 

3、评估情况：标的价格依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沪众评报字 2020 第 0553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8 月 31 日，评估

报告出具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对象为首府项目 D16 地块 2 号写字楼

共 245 套写字楼物业，总建筑面积为 29,696.63 平方米，总评估价值为 864,231,800

元，本次交易标的为其中的 166 套，价值与评估报告一致，评估价值为 433,881,100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㈠ 合同各方 

甲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曾用名：海南信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戊方：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㈡ 主要条款 

鉴于： 

1、甲方是乙方控股股东，丙方是丁方、戊方控股股东，戊方是丁方的关联

公司。 

2、丁方与乙方于 2017 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

充协议》，丁方向乙方购买日月广场 1 号下沉式广场 B1 层（负 2 楼）2017 号商

铺（“日月商铺”），且丁方已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部分购房款 483,394,959.67

元，余款 87,862,923.33 元未付。 

3、乙方持有富力首府项目 D16 地块 2 号楼房产认购的权利，同时乙方拥有

等额于房产价值的应收款债权。 

4、乙方持有坐落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 6 号望海国际广场一期-3～-1 车

库的使用权，车位产权证号：海口市房产证海房第 IK447610 号，土地证号：海

口市国用（2007）第 001449 号、（2008）第 009529 号，建筑面积：13,532.79

㎡，套内建筑面积：12,138.79 ㎡，产证所附车位图纸显示车库总车位数为 314

个（现场实际划线车位个数 303 个）（“2 号车库”），2 号车库现实际由丙方

关联方戊方实际使用。 

根据甲方、乙方战略经营需要，经友好协商，双方就资产置换达成以下约定： 

第一条 置换标的 

丙方同意以丁方原交易的日月商铺房产与乙方现持有的首府房产认购权利

应收债权及望海广场 2 号车库使用权进行置换。 

第二条 置换对价 

各方确认：丁方的日月商铺置换价值按原交易价格为 571,257,883.00 元，冲

抵未付款 87,862,923.33 元后，按 483,394,959.67 元进行置换结算；依照

483,394,959.67 元置换金额，乙方用于置换的首府房产认购权利应收债权确定为

433,881,100.00元、2号车库使用年限内的独家使用权作价为 3,140万元（含税价），

合计资产置换价值总额为 465,281,100.00 元。对于置换资产价值不足部分



18,113,859.67 元，各方同意以甲方及子公司对丙方及子公司的应收进行冲抵。 

第三条 权属转移 

1、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资产置换完成后，甲方及/或指定子公司享有对日月商

铺的所有者权益，丁方享有对首府房产的所有者权益、戊方享有 2 号车库的使用

权益，附件二的关联往来清理完毕。 

2、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资产置换完成后，各方确认，乙方与丁方 2017 年签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已经充分地实现了双方

合同权利、履行了双方合同义务。 

第四条  保证条款 

1、甲方、乙方共同承诺，促成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项目公司

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称富力方）与丁方签订于《首府物业明细》所

列物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办理网签备案、房

产证等，除产证办理所需购房者缴纳的办证费用及税费外，丙方及丁方无需向富

力方支付任何购房款。 

甲方、乙方共同承诺，如因富力方原因，导致富力方与丁方签订的《首府物

业明细》所列物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法按照合同约定交房或办理相关产

权证书，甲方与乙方将共同协助丁方向富力方追究违约责任。 

2、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将按照本协议之约定配合办理相关物业的过户、移

交等所有必要手续。 

3、丁方关联公司戊方完全接收 2 号车库、丁方取得富力方配合办理的《首

府物业明细》所列全部物业的网签，视为各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置换，否则在《商

品房买卖合同》规定的网签办理截止期后 30 日内甲方须就置换差额补足给丁方，

并赔偿给丙方、丁方、戊方造成的损失。为免疑义，因丙方、丁方、戊方自身原

因导致车位未能接收或者物业未能办理网签的，则无权要求置换差额补足、赔偿

损失等。 

第五条 其他 



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按照各自审批规程履行审批手续后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另行以书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3、本协议一式拾份，各方各持贰份。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是为了进一步满足海口日月广场统一经营规划的需

要，降低与关联方应收账款规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主要为资产置换及应收账款冲抵，不涉及现金支出。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鲁晓明先生、陈德辉先生、杨惟尧先

生、姚太民先生、冯勇先生、王敏先生已回避表决，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海岛临空拟与供销大集、酷铺日月、望海国际签订《合

作协议书》事项，通过认真审阅有关材料，与公司相关管理层人员进行了询问和

沟通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的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参考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结果并

结合市场公允价格确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价格。本事项属于关联

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应遵循相关回避制度。我们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⑴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⑵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⑶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

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⑷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海口日月广

场统一经营规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标的已经具备证券期货相关资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

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决议 

（五）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六）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七）天兴咨字（2021）第 0050 号《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投



资性房地产市场价值项目估值报告》； 

（八）沪众评报字（2020）第 0553 号《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资

产转让涉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 245 套于 2022

年 4 月交付使用的富力首府写字楼在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九）《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