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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5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房屋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逐步建设

完成并投入生产，为更好的吸引员工、留住员工，保证员工能够有更

好的生活安排，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通能源”）

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控

股”）全资子公司南通市佑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泰置业”）

位于如东县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横一路南侧太港路东侧地块的1480间

公寓住宅及部分配套车位和商业设施，用作员工生活公寓使用。 

2、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桐昆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与本次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3、公司于2022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全部以现金支付，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5、过去12个月，嘉通能源与佑泰置业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6、该项关联交易不存在关联人补偿承诺。 

   7、公司承诺本次拟购买的房屋均用作员工公寓使用，不用于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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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自嘉通能源取得相应权利证书后五年内不用于出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嘉通能源于2022年5月30日与佑泰置业在江苏

如东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双方约

定，嘉通能源以现金支付方式，认购佑泰置业位于如东县洋口港经济

开发区横一路南侧太港路东侧地块的1480间公寓住宅及部分配套车

位和商业设施，用作员工生活公寓使用。 

根据交易标的成交金额和公司2021年度的《审计报告》，并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指标

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标的

成交金额 

相关指标

的 

选取标准 

桐昆股份 
财务指标 

占比 
2021 年/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7,327.61 

57,327.61 6,969,490.75 0.82% 

净资产 57,327.61 3,583,625.85 1.60% 

营业收入 0.00 5,913,095.33. 0.00% 

根据上表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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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截至目前，桐昆控股持有公司 19.28%的股权，系公司的控股股

东，嘉通能源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佑泰置业系桐昆控股的全资子公

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嘉通能源与佑泰置业未发

生过关联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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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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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南通市佑泰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6日  

住所：南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

发区综合商务大厦）；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办公地点：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江苏省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综合商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建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3MA21WM0Q9G；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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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桐昆控股持有佑泰置业100%的股权。 

佑泰置业自设立以来，其主要业务为在江苏如东县从事房地产业

务的开发。 

（二）佑泰置业自设立以来，其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均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 

（三）佑泰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2022年 3月 31日 

1 资产总额 24,930.11 27,930.74 

2 资产净额 24,506.76 24,768.02 

3 营业收入 0 0 

4 净利润 -151.03 -61.42 

注：佑泰置业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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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通能源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佑泰置业位于如东县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横一路南侧太港路东侧地块的1480间公寓住宅及部分配

套车位和商业设施，总计作价人民币573,276,132元，用作员工生活

公寓使用。 

2、上述资产由佑泰置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坐落于如东县洋口港经济

开发区横一路南侧太港路东侧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嘉通能源购买

的商品房（以下简称该商品房）所占用的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住宅为：2091年03月24日，商业为：2061年03

月24日。 

3、佑泰置业依法在上述地块上建设的房屋项目核准名称为亲亲家

园，已被批准预售，预售许可证号为：如房售证字2021（52）号、如

房售证字2021（58）号。 

4、佑泰置业承诺对该商品房享有合法权利，该商品房没有出售给

除嘉通能源以外的其他人，该商品房没有被司法查封或其他限制转让

的情况。 

5、公司承诺本次拟购买的房屋均用作员工公寓使用，不用于房

地产投资，自嘉通能源取得相应权利证书后五年内不用于出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嘉兴求真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以资产收购为目的所涉及

的南通市佑泰置业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资产评估报告》（求真资评[2022]

字第 015号），嘉兴求真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市场

比较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 2 月 21 日）委估资产的评估值

为人民币 573,276,132.00 元。 

经双方协商并以评估值为基础，本次收购相关房产的交易价格为

573,276,132.00元。 

本次交易价格在与市场可比楼盘售价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

原则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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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交易双方： 

甲方：南通市佑泰置业有限公司（出卖人） 

乙方：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买受人） 

（二）待售商品房基本情况 

1、该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该商品房所在建筑物

的主体结构为钢混，建筑总层数为：9-13层，其中地上：8-12层，地

下：1层及局部夹层。 

2、买受人购买亲情家园项目中的商品房位于： 

（1）住宅：3、4、7、8、12、13、17、18幢，共计：1480间，总

建筑面积：63728.16㎡，房屋装修状况为：毛坯房； 

（2）商业：4、8、13幢地上一层，共计：8间，总建筑面积：2098.09

㎡，房屋装修状况为：毛坯房； 

（3）非机动车车位：4、8、13、18幢地下一层及夹层，总建筑

面积：3798.14㎡； 

（4）机动车车位：地下车库部分区域，共计549个。 

（三）房屋权利状况承诺 

出卖人承诺对该商品房享有合法权利，该商品房没有出售给除本

合同买受人以外的其他人、该商品房没有被司法查封或其他限制转让

的情况。 

（四）计价方式与价款 

（1）住宅：出卖人与买受人按照8,029.33元/m²的标准计算房屋

价款，本次交易商品房总价款为人民币511,694,531元（大写伍亿壹

仟壹佰陆拾玖万肆仟伍佰叁拾壹圆整）。 

（2）商业：出卖人与买受人按照11,302.16元/m²的标准计算房屋

价款，本次交易商品房总价款为人民币23,712,949.5元（大写贰仟叁

佰柒拾壹万贰仟玖佰肆拾玖元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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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机动车位：出卖人与买受人按照2,729元/m²的标准计算房

屋价款，本次交易商品房总价款为人民币10,365,124元（大写壹仟零

叁拾陆万伍仟壹佰贰拾肆圆整）。 

（4）机动车位：出卖人与买受人按照50,097.5元/个的标准计算

车位价款，本次交易车位总价款为人民币27,503,527.5元（大写贰仟

柒佰伍拾万叁仟伍佰贰拾柒元伍角）。 

（5）本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总价款为人民币573,276,132元（大写

伍亿柒仟叁佰贰拾柒万陆仟壹佰叁拾贰圆整）。 

（四）付款方式及期限 

（1）合同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买受人支付给出卖人合同金额的

60%； 

（2）2022年7月31日前，买受人支付给出卖人合同金额的20%； 

（3）书面通知房屋交房前10个工作日内，买受人支付给出卖人合

同金额的20%。如最终实测面积与预测面积有调整，则根据实测面积

结算并支付剩余尾款。 

（4）买受人每次付款前，出卖人应先开具税率为9%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如出卖人不提供发票，买受人有权拒绝付款；出卖人不提供发

票或提供发票不合规的风险均由出卖人承担；如因出卖人开具发票不

及时，遇国家税率调整的，出卖人应给买受人相应的折扣。 

（五）房屋交付条件 

该商品房交付时应当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且已取

得房屋实测测绘报告（买受人申请提前装修的情况除外）。此外，出

卖人还应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和《住宅质量保证书》。 

（六）交付时间和手续 

出卖人应当在2023年6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嘉通能源作为公司南通如东洋口港石化聚酯一体化项目的实施

主体，首套聚酯装置已于2021年12月份投入试生产，其余聚酯装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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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装置，以及配套的工程设施，将在2022年及2023年陆续开车，投

入生产运营。 

截止目前，嘉通能源已有员工3600余名，随着项目后续装置的

陆续开车投产，员工人数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到2023年年中项目建设

基本完成，各装置全部投入生产运营状态，主生产装置及配套的热电

厂、储罐区、阳光岛、码头等员工总人数将达到7200余名，在现有的

基础上翻一番。 

   因大规模连续化生产需要，加上如东当地人口少，嘉通能源生产

经营所需的各类生产及技术管理人员绝大部分以外地社会招聘为主，

部分人员从公司现有各大生产基地选调，为吸引、扩大外地人员到公

司入职，解决现生产一线缺员的压力，有必要为外地员工提供配套生

活区。 

嘉通能源项目建在洋口港化工园区内，根据相关规定不能配套建

设员工宿舍。而目前周边的人才公寓、公司统一租入的江东公寓等已

远远不能满足员工入住需求，很多员工只能靠自行在外租房解决住

宿。一方面当地可供选择的租房并不多，租金也相应增加了员工的生

活成本；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公司的管理难度，尤其是在当前疫情等特

殊时期，更加大了公司的管理风险。此外，员工在外分散租房，也增

加了上下班交通安全隐患。 

有鉴于上述情况，为公司长远发展考虑，本着公司“为员工谋幸

福，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本理念，为优化员工公寓环境，为员工提

供更好的居住条件，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人才竞争力和优秀人才的

吸引力，同时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凝聚力，稳定员工队伍，嘉通能源拟

向佑泰置业购买位于如东县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横一路南侧太港路东

侧地块的部分公寓及配套车位和商业设施，用作员工生活公寓使用，

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该小区地理位置便利，小区环境优美，

配套设施完善，距离嘉通能源所在化工园区车程约 10 分钟左右，员

工上下班接送方便，可以大大提高员工居住环境和归属感。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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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5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该

项房屋收购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陈士良、陈蕾、许金祥、沈培兴、

陈士南、钟玉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陈智敏、刘可新、潘煜双、

王秀华均投了赞成票，公司董事周军投了赞成票。 

根据《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先已认真审核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并同

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

满足本公司业务需要。嘉通能源与佑泰置业之间拟进行的关联交易是

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合同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购买房屋暨关联交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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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备查文件 

（一）嘉通能源与佑泰置业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事前认可说明和独立意见； 

（四）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