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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合伙企业共同开发项目的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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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拓展项目资源，优化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率，信达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设立芜湖沁荣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有限合伙企业”）。该有限合伙企业总认

缴规模为 73,854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口坤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口坤泰达”）以 24,000 万元现金及持有的海南信达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信达置业”）99%股权作价 24,555 万元出

资成为有限合伙人，与其他合作方共同合作开发海天下项目（以下简

称“海天下”项目）、茂名东部地块项目。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适用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2020 年度）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董事会对管理层授权事项的议案》相关事项，

无需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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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近日，海口坤泰达及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润担保”）股东广东合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润投资”）、

古国红、丘松东、张军、吴大雄；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伟恒地产”）股东柯国庆、柯峰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汇融沁勤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沁勤”）签署《芜湖沁荣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共同

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总认缴规模为 73,854 万元。其中，海口坤泰达

以 24,000 万元现金及海南信达置业 99%股权（作价 24,555 万元）出

资为有限合伙人；合润担保股东（合润投资、古国红、丘松东、张军、

吴大雄）以 3,000 万现金及合润担保 99%股权（作价 22,100 万元）出

资为有限合伙人；伟恒地产股东（柯国庆、柯峰）以伟恒地产 99%股

权（作价 99 万元）出资为有限合伙人；宁波沁勤以现金认缴出资 100

万元任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并执行合伙事务。有限合伙企业持有

海南信达置业、合润担保、伟恒地产各 99%股权；存续期为 7 年，投

资期为 5 年。有限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类别 

宁波沁勤 100 现金 普通合伙人 

海口坤泰达 48,555 
股权作价+

现金 
有限合伙人 

合润投资、古国红、丘松

东、张军、吴大雄 
25,100 

股权作价+

现金 
有限合伙人 

柯国庆、柯峰 99 股权作价 有限合伙人 

（二）公司非现金方式出资情况 

1、海南信达置业股权架构 

海口坤泰达原持有海南信达置业 100%股权。本次交易，海南信

达置业不存在后续人员安置问题，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借款、担保、

委托理财等情况。 

2、海天下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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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下项目由海南信达置业开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

大道1-2号，地处海口江东新区规划组团中的国际文化交往组团内。

项目占地面积185,885.35㎡，规划总建筑面积180,019.63㎡。项目分为

南北两个地块开发，其中南地块为住宅地块，现已开发完毕。北地块

目前尚未开发，用地性质规划调整为旅馆商务混合用地。 

3、海南信达置业的评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出具的《专项

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1）第460C024370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

有限公司出具的《海口坤泰达实业有限公司拟与广东合润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涉及的海南信达置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3021号），

在基准日2021年9月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海南信达置业所有者权

益的评估结果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4,048.94 32,467.89 18,418.95 131.11 

负债总计 7,665.75 7,665.75 0.00 0.00 

净资产（股东权益） 6,383.19 24,802.14 18,418.95 288.55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合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永福路44号大院。 

2、法定代表人：丘松东。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停车场经营；代收代缴水电费；其他仓储业（不

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场地租赁（不含仓

储）；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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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类商品除外）；劳务派遣服务；拍卖。 

5、股权结构：丘松东持股50%，何新方持股40%，古海龙持股

10%。 

6、经营及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8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14,865.89 18,981.49 

负债合计 6.3 6,101.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859.59 12,880.44 

（二）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1811房。 

2、法定代表人：古国红。 

3、注册资本：20,300万元。 

4、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财务咨

询服务；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

询服务；劳务承揽；接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业务流程外包；房地

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

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非金融业务服务;受托代理住房公积金相关服务；

融资性担保业务（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许可证为准）；

劳务派遣服务。 

5、股权结构：合润投资持股52.35%、古国红持股17.74%、丘松

东持股17.74%、张军持股9.22%、吴大雄持股2.95%。  

6、经营及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8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24,399.88 23,256.51 

负债合计 2,169.80 1,996.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30.08 21,259.96 

7、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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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专

项审计报告》（中天运[2021]审字第0189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出具的《海口坤泰达实业有限公司拟与广东合润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涉及的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3102号），采用资产基础法在基准日2021年8月31日对合润担保股东

全部权益（所有者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资产总计 24,399.88 24,810.61 410.73 1.68 

负债总计 2,169.80 2,169.80 0.00 0.00 

净资产（股东权益） 22,230.08 22,640.81 410.73 1.85 

（三）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茂名市双山三路南二巷6号301房。 

2、法定代表人：柯国庆。 

3、注册资本：2,300万元。 

4、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财务咨

询服务；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

询服务；劳务承揽；接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业务流程外包；房地

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

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非金融业务服务；受托代理住房公积金相关服务；

融资性担保业务（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许可证为准）；

劳务派遣服务。 

5、股权结构：柯国庆持股99%，柯峰持股1%。 

6、经营及财务情况：目前伟恒地产实际持有位于广东省茂名市

茂南区羊角镇倪屋村西面、东面、北面等5宗土地开发权。其财务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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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8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2,235.94 2,235.94 

负债合计 3,918.31 3,918.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2.37 -1,682.37 

7、茂名东部地块基本情况 

茂名东部地块位于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地处茂名大道东侧，南

起东方绿洲，北至宏丰新城。路网密集，交通条件便利，驾车20分钟

达茂名站、站南CBD，35分钟达电白区，60分钟达湛江国际机场。     

地块四至：项目东至东粤南路，西至茂名大道，南至双山八路延

长线。规划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 R2（兼容商业），用地面积为 237,163

平方米，基准容积率为 1.5。高层住宅可售面积为 317,170 平方米，

沿街商业 3,000 平方米，公建配套面积 35,575 平方米。地下室面积

105,139 平方米，其中人防地下室 39,339 平方米，非人防地下室 65,739

平方米。 

（四）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汇融沁勤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

区F1629。 

2、法定代表人：秦康。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担保融资、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5、股权结构：上海普赢实业有限公司持股47%，上海信达汇融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3%，上海襄锦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0%。 

 

三、有限合伙企业管理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沁勤任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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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主要决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合伙企业提前解

散、对外举借债务、对外担保、修改《合伙协议》等。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 

有限合伙企业设4人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宁波沁勤、海口坤泰达、

合润投资和柯国庆分别委派1名委员。 

对伟恒地产、海南信达置业、合润担保的股东会决策事项，由投

资决策委员会按照一人一票进行表决，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委员表

决同意方可通过。 

（四）各合伙人责任 

1、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有限合伙人 

每一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

任。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的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四、项目公司的管理 

（一）海南信达置业 

1、股东会：按照海南信达置业《章程》约定，股东会由股东按

照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 

2、股东会决策事项：对于修改海南信达置业《章程》，增加或

减少注册资本，海南信达置业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其公司形式等

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其他事项由代表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即为有效。 

3、董事会：海南信达置业董事会由3人组成，由有限合伙企业委

派2人（海口坤泰达、合润担保股东分别指派1人）、海口坤泰达委派

1名董事。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二）合润担保 

1、股东会：按照合润担保《章程》约定，股东会由股东按照持

股比例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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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会决策事项：对于修改合润担保《章程》，增加或减少

注册资本，合润担保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其公司形式等需经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其他事项由代表二分之一以

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即为有效。 

3、董事会：合润担保董事会由3人组成，由有限合伙企业委派1

名（海口坤泰达指派）、合润担保原股东委派2名董事。董事会决议

事项须经半数有表决权的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三）伟恒地产 

1、股东会：按照伟恒地产《章程》约定，股东会由股东按照持

股比例行使表决权。 

2、股东会决策事项：对于修改伟恒地产《章程》，增加或减少注

册资本，伟恒地产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其公司形式等需经代表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其他事项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权股东通过即为有效。 

3、董事会：伟恒地产董事会由3人组成，由有限合伙企业委派2

名董事（海口坤泰达指派）、伟恒地产原股东委派1名董事。董事会决

议事项须经过半数有表决权的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项目资源，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高

经营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海

南信达置业成为公司参股企业，预计可产生交易损益（税前）约 19,835

万元（该数据的具体金额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1、《芜湖沁荣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专项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1）第 460C024370 号）； 

3、《海口坤泰达实业有限公司拟与广东合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

共同出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涉及的海南信达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30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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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