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ST泰禾       公告编号：2022-040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及债务重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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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泰禾集团”）及其子公司南京华

誉悦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誉”）、华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誉投资”）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表“五矿信托-顺禾 14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南京坤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坤咏”）、南京立创优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立创优”）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签署了《南京市秦淮区路子铺项目股权转让及债务重组协议》（以下

简称“本协议”）：（1）华誉投资将其持有的南京华誉 100%股权进行转让，股权转

让价款为 20,000 万元，其中南京坤咏受让 80%股权、南京立创优受让 20%股权；

（2）2018 年 12 月，五矿信托与泰禾集团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该笔主债权金额为 1,362,945,311.05 元；（3）根据本协议约定，华

誉投资同意将其享有的 20,0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对应的债权转让给泰禾集团，

泰禾集团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五矿信托且将该笔债权转让价款与五矿信托对泰禾

集团的债权进行抵销，抵销后，五矿信托对泰禾集团的债权金额为

1,162,945,311.05 元（暂计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4）根据本协议约定，在南京

华誉 100%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同时，五矿信托同意将泰禾集团的债务

转移至南京华誉；（5）各方同意就相关债权债务进行重组及豁免，南京华誉同意

将其受让泰禾集团对五矿信托的剩余债务而产生的对泰禾集团的应收款与泰禾

集团对南京华誉的应收款 572,426,841.18 元进行抵销。抵销后，泰禾集团应付南

京华誉冲抵后余额（即剩余债务金额减去 572,426,841.18 元），南京华誉同意对

前述冲抵后金额全部进行豁免。 

本次交易前，公司通过华誉投资间接持有南京华誉 100%股权，交易完成后，

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南京华誉股权，南京华誉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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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表“五矿信托-顺禾 1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698540235A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 108 号南川工业园区投资服务中心 1

号楼 4 层 

法定代表人：王卓 

注册资本：1,305,106.905103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9 月 23 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

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

管箱业务；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

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受托境外理财；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五矿信托的控股股东为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五矿信托

78.002%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五矿信托总资产为 2,702,533.4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315,988.42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59,662.70万元，

净利润为 236,227.24 万元。 

五矿信托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经核查，五矿信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南京坤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BRXDLX04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朝阳西苑商务大厦 34 幢 6 楼 613 室 

法定代表人：刘启来 

注册资本：1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7 月 22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住房租赁；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停车场

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发布；

房地产经纪；工程管理服务；房地产咨询；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工程技

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口悦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80%，海口嘉越华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 20%。 

南京坤咏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经核查，南京坤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南京立创优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BW4F4Y25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朝阳西苑商务大厦 34 幢 6 楼 614 室 

法定代表人：刘启来 

注册资本：1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7 月 22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房地产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口悦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60%，海口川源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 40%。 

南京立创优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经核查，南京立创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华誉悦港置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075877712Y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正学路1号（南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B9幢三楼） 

法定代表人：刘启营 

注册资本：8,80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9日 

经营范围：在经批准受让的编号为NO.2013G47地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设计咨询服务、房

地产信息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广告发布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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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华誉投资 8,800 100% 0 0% 

南京坤咏 0 0% 7,040 80% 

南京立创优 0 0% 1,760 20% 

合计 8,800 100% 8,800 100%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 年 5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6,668.57  291,884.13  

负债总额 141,263.51  246,488.20  

所有者权益 45,405.06  45,395.93  

应收账款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79,322.20  135,341.33  

 2022 年 1-5 月 2021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47.17  

营业利润 -2.33  -6,696.67  

净利润 9.13  -6,64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3  1.07  

经核查，南京华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2013年8月，华誉投资以5.25亿元竞得南京市秦淮区路子铺G47号地块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为宁秦国用（2014）第08492号），并设立全资子公司南

京华誉作为该地块的开发建设主体。项目地块位于秦淮区双桥门立交西南角，东

临龙蟠南路，西近南城美境小区，南邻永乐路、卡子门广场，北至路子铺小区，

占地约1.38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12.80万平方米。地块规划性质为商办混合

用地，土地使用权年限为40年，容积率≦5.8，高度≦80米，建筑密度≦55%，绿

地率5.14%。2016年8月19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增资方式控股华誉投资，进而

实现间接控股南京华誉。截至目前，该项目尚未完工且尚未开盘销售。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融资所需，南京华誉将其名下位于南京市秦

淮区路子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下地上全部在建工程抵押给五矿信托。除此

之外，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因有关方与五矿信托存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导致其名下不动产被查封。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标的公

司自身的相关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享有或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交

易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市秦淮区路子铺项目股权转让及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表“五矿信托-顺禾 1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乙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南京华誉悦港置业有限公司 

丁方：华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戊方一：南京坤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戊方二：南京立创优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戊方一”及“戊方二”，统称为“戊方”） 

1、甲乙双方的主债权金额 

2018 年 12 月，甲方与乙方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以目标公司名下位于

南京市秦淮区路子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下地上全部在建工程（以下简称为

“路子铺项目”）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其森先

生及叶荔女士提供保证担保。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该笔主债权金额为

1,362,945,311.05 元。甲方作为受托人，代表其设立的“五矿信托-顺禾 14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享有贷款文件项下的全部债权。 

2、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及交易对价 

丁方合法拥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及完全的处分权。丁方同意将持有目标公

司 100%的股权以 200,000,000 元人民币转让给戊方，戊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

买该股权。其中戊方一受让目标公司 80%的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60,000,000 元；戊方二受让目标公司 20%的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0,000,000 元。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3.1 戊方应付丁方股权转让价款 200,000,000 元，丁方同意将前述债权转让

给乙方。债权转让后，乙方对戊方享有 200,000,000 元债权，丁方与乙方之间的

债权债务关系另行约定，与其他方无关； 

3.2 各方同意，乙方将对戊方享有的 200,000,000 元债权转让给甲方，甲方

应支付给乙方的 200,000,000 元债权转让价款与甲方对乙方的债权进行抵销。抵

销后，甲方对乙方的债权金额为 1,162,945,311.05 元（该金额仅计算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且随着债权清偿日期的延后，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都会持续

增加，甲方对乙方享有的主债权金额以及本协议第 4.1 条约定的债务转移金额以

根据贷款文件实际计算的为准）； 

3.3 前述步骤完成后，戊方不再需要向丁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同时，甲方

对戊方享有 200,000,000 元债权，相关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由甲方、戊方另行约定，

与其他方无关。 

4、甲方、乙方、丙方剩余债权债务关系的重组 

4.1 各方一致确认，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完成后，甲方同意乙方将

上述第 3.2 条约定的全部剩余债务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无条件受让乙方在贷款



文件项下的全部剩余债务，债务转让的对价按本条第 4.2 和 4.3 条进行处理。丙

方同意以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路子铺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全部在建工

程，继续为甲方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具体的担保范围及相关手续办理，由甲方及

丙方另行约定。 

4.2 丙方账面记载了对乙方关联方的应付款 1,307,850,868.97 元，丙方对乙

方的债权金额为 735,424,027.79 元，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相关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

后，乙方对丙方应收款合计 572,426,841.18 元。 

4.3  同时，因丙方受让乙方剩余债务，乙方应向丙方支付剩余债务同等金额

的债务转让对价。各方同意就前述债权债务进行重组及豁免：丙方同意将其受让

乙方对甲方的剩余债务而产生的对乙方的应收款与乙方对丙方的应收款

572,426,841.18 元进行抵销。抵销后，乙方应付丙方冲抵后余额（即剩余债务金

额减去 572,426,841.18 元），丙方同意对前述冲抵后金额全部进行豁免。 

4.4  前述债权债务重组完成后，乙方、丙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各方的应收及应付款项均已结清，互相不进行追索。 

4.5  特别的，鉴于本次交易基准日（2022 年 5 月 31 日）与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完成之日存在一定期间，各方确认，债务转让给丙方承担后，乙方及其他担

保方不再承担该期间的利息、违约金等持续计算的债务金额，但丙方应以债务人、

抵押人的身份继续承担基准日之后持续计算的债务金额。 

4.6 戊方作为丙方新的股东，同意丙方受让本条所述乙方对甲方的剩余债务，

并于本协议签署同时出具同意丙方受让以及豁免乙方上述剩余债务的股东会决

议。 

5、目标公司的对外负债 

5.1 为免疑义,本协议附件所载明的目标公司负债根据法律规定及查明的事

实，由债务人继续履行，但乙方应积极协助解决。 

5.2 本协议签署后，目标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丙方需与南京路子

铺项目总包方中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编号 NJHY-LZP-20220421-2 的《南京

路子铺项目总包施工合同解除协议》，解除《南京路子铺项目 NO.2013G47 地块

建设工程总包施工合同》，并于目标股权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当日将原件提交给戊

方。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30 日内，丙方应按戊方要求重新

指定总包方并完成在当地监管部门的备案、并注销原施工许可证。 

6、目标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移交 



6.1 丙方、丁方、戊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在乙方指定地点开始清点并制作

交接清单，封存，并于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当日进行移交（以下简称“交接”，实际

交接之日称“交接日”）。 

6.2 在交接日，戊方有权向目标公司派入工作人员，丁方应协助戊方委派的

工作人员与目标公司现有工作团队联络、沟通及合作。 

6.3 在交接日，丁方应向戊方完成以下目标公司资料移交工作，甲方提供必

要的协助。移交资料内容包括证照、印章、银行账户、财务账簿、项目工程档案、

数据系统、公司财产等全部电子/纸质形式的资料、财产、信息，并签署交接清

单，作为交接完成的依据。 

7、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戊方、丁方及目标公司应自本协议所约定的清点及封存事项全部完成后 5 日

内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及监事人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8、债务转移及债务豁免的生效条件 

各方同意，于目标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①甲、乙、丙三方签订

的关于丙方受让乙方剩余债务以及乙方、丙方剩余债权债务进行重组及抵销的

《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生效，贷款文件项下乙方对甲方的全部债务转移至丙方承

担，贷款文件项下乙方对甲方的债务消灭；②甲方作为债权人同意，贷款文件项

下担保人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其森、叶荔、南京恒祥置业有限公司不再承

担贷款文件项下任何担保责任。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为代清偿借款及债务重组，对公司不产生现金流。 

2、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亚太鹏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华誉悦港

置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鹏盛

（沪）评报字【2022】第 0015 号），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南京华誉在评估

基准日 2022 年 05 月 31 日时净资产账面值 45,405.06 万元，评估值 19,014.70 万

元，评估减值-26,390.36 万元。南京华誉净资产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

并入存货合并评估后整体减值，截至评估基准日，受近三年疫情影响，非住宅市

场低迷，房产售价下降。  

七、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转让股权事项所涉及评估对象已经相关业务评

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确定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

好。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转让路子铺项目股权及债务重组实现了相关债务清偿，减少了公司

的负债，减轻了公司债务压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华誉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本次交易预计减少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6,000

万元，具体影响以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南京市秦淮区路子铺项目股权转让及债务重组协议》； 

3、《南京华誉悦港置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鹏盛（沪）评报字【2022】第 0015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