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22-067 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召开董事会十届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海南特
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之旅”）拟与自然人韩先畴、黄春蓉、韩锦民共同向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特区国旅”）增资 2,842,307.88 元，认购海南特区国旅
新增注册资本 2,000,000.00 元。其中，广之旅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2,536,759.78
元，认购海南特区国旅新增注册资本 1,785,000.00 元，出资额超出所认购注册
资本的部分，即 751,759.78 元计入海南特区国旅的资本公积；韩先畴、黄春蓉、
韩锦民按照其持股比例合计以 305,548.10 元认购海南特区国旅新增注册资本
215,000.00 元，投资款超过所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即 90,548.10 元计入
海南特区国旅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广之旅将持有海南特区国旅 51%
的股权，成为海南特区国旅的控股股东。
（二）2022 年 9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十届二十六次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意见。根据董事会十届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广之旅与韩先畴、黄春蓉、韩锦民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就上述事项
签署《关于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
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交易对手方是自然人韩先畴、黄春蓉、韩锦民。具体情况如下：
（一）韩先畴（身份证号：4601**********1819），男，住址为海南省文
昌市铺前镇，海南特区国旅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二）黄春蓉（身份证号：4601**********1822），女，住址为海南省文
昌市铺前镇，海南特区国旅股东、副董事长。
（三）韩锦民（身份证号：4601**********1231），男，住址为海南省海
口市美兰区，海南特区国旅股东、董事兼总经理。
韩先畴与黄春蓉系夫妻关系，韩锦民系韩先畴与黄春蓉的儿子。韩先畴、
黄春蓉、韩锦民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含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或其他
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韩先畴、黄春蓉、
韩锦民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少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322413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82 年 4 月 10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西乐嘉路 1-13 号
主要办公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西乐嘉路 1-13 号
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务；汽车租赁；向
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旅客票务代理；工艺美术品零售；收藏品零售（国家专营专控的除
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广之旅 90.45%的股权。
四、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韩先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93736256T
注册资本：1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 年 10 月 7 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乔海阳光大厦 6 楼 608 号
主要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乔海阳光大厦 6 楼 608 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

一般项目

旅游业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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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票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酒店管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培训；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
出版单位）；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汽车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体育赛事策划；鞋帽零售；文具
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箱包销售；服装服饰批发；化妆
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日用百
货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国内贸易代理；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钟表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包装服务；
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经营情况：海南特区国旅的主要业务分为目的地接待和组团两个业
务板块，其中地接业务是其核心业务板块。海南特区国旅深耕海南本土多年，
对当地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和采购优势，是一家拥有出境游、国内游、
入境游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全资质旅行社，其经营团队在目的地服务、
出入境游等业务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业务能力。
（三）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

序
号

股东名称

1

广之旅

出资额
（元）

本次增资后
持股比例
（%）

0

0.00%

出资额
（元）
1,785,000

持股比例
（%）
51.00%

2
3
4

韩先畴

1,300,000

86.67%

1,486,333

42.47%

黄春蓉

150,000

10.00%

171,500

4.90%

韩锦民

50,000

3.33%

57,167

1.63%

1,500,000

100.00%

3,500,000

100.00%

合计

（四）最近两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半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资产总额

2,009,105.53

2,349,542.92

6,021,604.44

负债总额

472,782.71

496,260.15

3,841,396.38

1,536,322.82

1,853,282.77

2,180,208.06

营业收入

728,964.81

3,846,968.69

7,555,961.23

净利润

-212,395.21

-122,139.28

101,702.59

净资产

注：2020 年度数据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计，2021 年度及 2022 年半年度数据未
经审计。

（五）海南特区国旅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其公司章
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海南特区国旅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不存在对海南特区国旅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情况。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上市公
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六）海南特区国旅有优先认购权的其他股东均同意放弃本次广之旅所认
购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海南特区国旅的股权权属明晰，不存在抵押、
质押等情形，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投资人：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韩先畴、黄春蓉、韩锦民
标的公司：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二）增资方案
各 方 确 认 ， 标 的 公 司 本 次 合 计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2,000,000.00 元 ， 其 中
215,000.00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现有股东认购，剩余新增注册资本 1,785,000.00
元由投资人广之旅认购。
各方同意参照投资人指定的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协商确定本次增资的价格。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
股所涉及的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各方同意，现有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合计以 305,548.10 元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
册资本 215,000.00 元，投资款超过所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即 90,548.10
元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投资人以 2,536,759.78 元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 1,785,000.00 元，投资款超过所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即 751,759.78
元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投资人持有标的公司 51%的股权，
现有股东持有标的公司 49%的股权。现有股东同意放弃投资人所认购新增注册资
本的优先认购权。
各方确认，于本次增资交割日（“交割日”指投资人将投资款足额支付至
标的公司银行账户的当日），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从 1,500,000.00 元增加至
3,500,000.00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1

广之旅

1,785,000

51.00%

货币

2

韩先畴

1,486,333

42.47%

货币

3

黄春蓉

171,500

4.90%

货币

4

韩锦民

57,167

1.63%

货币

3,500,000

100.00%

——

合

认缴出资额（元）

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三）投资款的支付安排
投资人在收到按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已经全部达成的通知并确认无异议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或经标的公司与投资人书面确认的更长期限内，向标的公司
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全部投资款。
自投资人支付投资款之日起，投资人有权依照法律、经修订的章程及本协
议的规定享有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
（四）标的公司治理
协议各方确认并同意，在本次增资完成后，将按照以下约定的方式对标的
公司进行治理：
1、标的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投资人有权提名 3 名董事，现
有股东有权提名 2 名董事。董事长由投资人提名的董事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由董事长担任。

2、标的公司设一名监事，由投资人提名的人员担任。
3、标的公司设 1 名总经理，由投资人提名，并由董事会负责聘任或解聘。
投资人同意提名韩锦民担任标的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任期三年，由韩锦民与标
的公司签订投资方所起拟的职业经理人协议；另投资人有权向标的公司委派或
提名财务总监、1 名副总经理、人力资源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4、现有股东承诺，将按照投资人的要求促使标的公司建立并完善财务管理
制度、审计制度、信息披露报备制度等内控制度。
5、本次交易完成后，现有股东承诺将协调标的公司核心人员在 6 年内保持
相对稳定，并将尽量保持标的公司现有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五）违约责任
因一方违反本协议或其他本次增资交易文件的承诺或约定，或所作陈述或
保证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具误导性，直接或间接导致其他方遭受
任何损害、索赔、损失、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诉
讼费/仲裁费、证人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参与异地诉讼之合理交通和
住宿费等），该违约方应向其他守约方进行赔偿、提供保护并使其他守约方免
受损害。
（六）工商变更登记及交割
标的公司及现有股东承诺并保证，标的公司应当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且
在本协议签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股
东、注册资本变更，经修订的章程的备案，董事、监事变更备案等。
交割日指投资人将投资款足额支付至标的公司银行账户的当日。
（七）过渡期安排
1、自基准日起至本次增资交割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
2、过渡期间内，投资人对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和财务情况享有充分、
完整、全面的知情权。
3、滚存未分配利润归属：各方同意，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及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由本次增资完成后届时的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
有。

4、过渡期损益：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产生的利润及因其他原
因新增的净资产由交割后的股东按照届时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标的公司产生
的亏损及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由现有股东连带承担，并在过渡期损益审计
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进行补偿。
（八）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及/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成立。协议条款在下述
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1、投资人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且尽职调查结果令投资人满意；
2、就本次增资，投资人取得其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及上级有关机关的同
意。
六、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一）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其具备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2、评估对象：海南特区国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评估基准日：2021 年 9 月 30 日；
4、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
5、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海南特区国旅评估基准日资产总额账面值 272.32 万
元，评估值 275.70 万元，评估增值 3.38 万元，增值率 1.24%；负债总额账面值
59.15 万元，评估值 59.15 万元，评估值无增减变动；净资产账面值 213.17 万
元，评估值 216.55 万元，评估增值 3.38 万元，增值率 1.59%。
收益法评估结果：海南特区国旅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13.17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所有者权益价值为 232.27 万元，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增值
19.10 万元，增值率 8.96%。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地防疫政策变化大，国内出入境政策仍不明朗，
国内旅游及出入境游均受到重大影响，海南特区国旅所处的旅游业使用收益法
涉及的主营业务收入预测均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结合本次经济行为及评估目的，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相对而言更为合理，更能客观反映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

因此本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综上所述，本次评
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最终评估结果。海南特区国旅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为
216.55 万元。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广之旅
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1）第 2-2155 号）为依据，
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 2,165,500.00
元。依据上述评估值，经各方协商确定，同意标的公司增资前 100%股权定价为
2,131,730.91 元 。 以 此 计 算 广 之 旅 本 次 认 购 标 的 公 司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1,785,000.00 元的价格为 2,536,759.78 元，投资款超过所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的部分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广之旅持有标的公司 51%
的股权。
董事会认为：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与公司、交易对方
及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其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与预期各年度
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评估假设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合理。本
次投资的成交价格与评估值不存在较大差异，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资金来源：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广之旅的自有资金。
七、涉及本次对外投资的其他安排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海南特区国旅与关联方在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业务上保持独立，对于确需发生的关联交易应当具有合理性、
必要性、公允性，并按照法律规定、标的公司章程等相关内控管理制度履行决
策程序。
海南特区国旅的现有股东自身应当、且现有股东和标的公司应促使核心人
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及/或在标的公司任职期间，以及自其不再
在标的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权益之日或其不再在标的公司任职之日（以
时间较晚者为准）起的六十个月内，严格遵守其与标的公司订立的竞业限制协

议或条款中关于竞业限制的相关约定、并遵守《公司法》对于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竞业限制等相关规定，未经投资人的事先书面许可，现有股东、核心人员
及其关联方不能单独或与他人共同、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标的公司所从事的
主营业务同类的、相似的、属于上下游关系或处于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得直
接或间接地在任何与标的公司构成竞争性业务的实体中持有任何权益，或设立
该等实体，或向其提供顾问、咨询及任何其他服务，或在其中兼职，或以其他
任何形式参与其中，或从事其他有损于标的公司利益的行为。
八、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以创新和资本为双引擎，构建规模领先、品质引
领、业态多元的泛旅游生态圈”的战略定位，符合广之旅“双地兼顾”的战略
举措，有利于促进广之旅全国市场目的地服务、产品供应及开拓渠道销售“三
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打
造海南地区的目的地接待服务中心，为实现公司布局海南国际旅游岛，扩大子
公司广之旅在海南的服务接待规模，提升其接待能力，拓展其业务范围实现多
业态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以广之旅自有资金进行支付。鉴于公司及广之旅均具备现金
储备，预计不会对广之旅的日常经营及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对外投资完
成后，海南特区国旅成为广之旅的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有利于广之旅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并结合自身的行业
优势，加强对海南旅游资源的掌控能力和国内目的地资源供应链的构建，为广
之旅在海南多业态、全方位、多元化的发展提供基础。
（三）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海南特区国旅主营旅游目的地接待和组团业务，
其经营情况受到海南省政策和经济变化、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疫情、市场竞
争加剧、经营管理控制、目的地市场不可抗力因素等风险的影响。本公司经过
充分的前期调查与评估，认为其投资风险可控。
九、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1、本次交易有利于广之旅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政策优势，打造广之旅海南地区的目的地接待服务中心，扩大广之旅在海南
的服务接待规模，提升接待能力，为广之旅拓展海南旅游市场夯实基础。
2、本次交易定价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众联
评报字（2021）第 2-2155 号《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价格公允，未对上市公
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备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评估资格，且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与公
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具有
充分的独立性；其评估假设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合理。
3、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十届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关于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4、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1）第 2-2155 号）；
5、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海南特区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2021 年 9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准粤审字
[2021]1271 号）。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