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2－074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漳州鑫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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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龙集团）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 2022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漳州鑫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信

建投）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的结果（厦均和资评报字（2022）第

161 号），公司以 31,443.32万元收购漳龙集团持有的鑫信建投 100%

股权。交易完成后，鑫信建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鉴于漳龙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

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及第八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漳州鑫

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

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陈海波先生回避表决，三位独立董事对上

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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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漳州市国资部门批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交易方漳龙集团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297104295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东路 3 号漳州发展广场 16、17

层 

法定代表人：吴子毅 

注册资本：382,8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7 月 11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招投标代理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

相关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建

筑陶瓷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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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情况：漳龙集团是漳州市政府授权独资经营的国有企业

之一，集团逐步由城股类企业转型升级为产业投资类企业，以漳州城

市发展母基金、漳龙创投基金管理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服务为基础，全

面推动产业投资、供应链运营、片区开发等三大板块发展。 

股东情况：漳州市国资委持有 90%的股权，福建省财政厅持有 10%

的股权。 

关联关系：漳龙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漳龙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26,275.20 6,439,387.18 

负债总额 5,234,837.44 4,439,361.57 



 

净资产 2,491,437.75 2,000,025.61 

项 目 2022年 1月-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48,038.30 2,937,122.97 

营业利润 -10,104.37 46,143.71 

净利润 -1,918.41      50,891.29  

漳龙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鑫信建投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156516492C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腾飞路 372 号嘉华大厦 4楼 

法定代表人：石宝生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5 年 3 月 2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工程管理服务；

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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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龙集团持有 100%股权。 

历史沿革：鑫信建投成立于 1995 年 3月 25日，是漳州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和漳州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0,000 万元。国有股权经多次转让及增资，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鑫信建投为漳龙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 27,000万元。 

鑫信建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二)主要业务及资产情况 

鑫信建投主要资产包括旗下长期股权投资四家公司，分别为漳州

学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鑫建投）55%股权、南靖县联鑫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鑫建投）89%股权、漳州源鑫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鑫建投）97%股权、漳州和易鑫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和易鑫公司）100%股权；及投资性房地产，为漳州市芗

城区鑫园小区附属楼 01号（店面）等 13 套店面、办公、车库及住宅。 

鑫信建投旗下四家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学鑫建投 

（1） 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3MA8TJT0M0B 

法定代表人：陈长松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7 月 9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北环城路 157 号漳州瑞景城商场

402-40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工程管理服务；

公共事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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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信建投持有 55%股权、漳州市龙文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政府出资方代表）持有 30%股权、福建省高华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持有 7.5%股权、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7.5%股权。 

学鑫建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2） 主要业务 



 

学鑫建投为漳州市龙文区学校基础设施组团建设工程 PPP 项目

公司，于 2021 年 11月与项目实施机构漳州市龙文区教育局签署《PPP

项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Ａ、项目地点：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 

Ｂ、项目概况：总投资 109,998.33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94,768.07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4,634.44 万元，基本预备费

4,970.13 万元，建设期利息 5,625.69万元。建设范围包括：龙文区

实验小学改扩建工程、通源学校（九年一贯制）、龙溪学校（九年一

贯制）、丹霞小学。最终以财务决算为准。 

Ｃ、合作期限：合作期包括建设期和运营维护期，共 15 年。建

设期延长（缩短），运营维护期年限不变，整体项目合作期相应延长

（缩短）。 

Ｄ、项目的运营维护：子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次日起，进入运营维

护期，由项目公司与运营维护单位签订合同，运营维护费按考评标准

支付。 

Ｅ、付费机制：本项目采取“政府付费”模式，项目公司取得投

资回报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付费。 

Ｆ、项目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龙文区实验小学改扩建

工程、通源学校、龙溪学校已开工建设，丹霞小学尚未开工建设。 

（3）学鑫建投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8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68.29  3,452.73  

负债总额   5,747.65  13.84  

净资产  10,920.64  3,438.89  



 

项 目 2022年 1月-8月（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19.31  -61.11  

净利润    -110.51  -61.11  

2、联鑫建投 

（1） 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7MA2YYKUN0X 

法定代表人：石宝生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靖城镇靖城村 319 线 149号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市政道路工程、隧道和桥梁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架线及设备工程、管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凭

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管道和设备安装；对建筑业的投资；建筑

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 

股权结构：鑫信建投持有 89%的股权；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

公司持有 1%股权；南靖高新园建设项目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出

资方代表）持有 10%股权。 

联鑫建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2） 主要业务 

联鑫建投为 S318(联十四）线靖城棋盘社至牛崎头段公路工程

PPP 项目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与项目实施机构南靖县交通运输局签

署《PPP项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Ａ、项目地点：本项目起于南靖县与芗城区分界线，路线全长约



 

6.35km,路基宽度 32m。工程内容包括公路工程、桥涵工程、防护与

排水工程、附属工程等。 

Ｂ、项目概况：总投资约 47,621.82万元，其中建安费 30,065.04

万元，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费 9.27 万元，前期费用 17,547.51 万

元。 

Ｃ、合作期限：合作期包括建设期和运营维护期，共 15 年。建

设期延长（缩短），运营维护期年限不变，整体项目合作期相应延长

（缩短）。 

Ｄ、项目的运营维护：全部项目验收合格并签发交工证书之次日

起，进入运营维护期。 

Ｅ、付费机制：本项目采取“政府付费”模式，即政府按照“可

用性和绩效付费”模式向项目公司支付项目建设费用和运营维护服务

费。 

Ｆ、项目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一期项目已竣工验收；

二期尚未开工建设。 

（3）联鑫建投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8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969.06  27,830.41  

负债总额  20,739.77  21,874.81  

净资产   5,229.29  5,955.60  

项 目 2022年 1月-8月（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726.31  -104.34  

净利润 -726.31  -95.84  

3、源鑫建投 



 

（1） 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2MA3225R19H 

法定代表人：石宝生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9 月 3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县后路 6号 603 室 

经营范围：对建筑业的投资；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

投资；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服务；其他市政公

共设施管理服务；建材批发。 

股权结构：鑫信建投持有 97%的股权；漳州市芗城区城市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出资方代表）持有 2%股权，中科同恒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0.9%股权，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0.1%

股权。 

源鑫建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2） 主要业务 

源鑫建投为漳州市芗城区城中村与农村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 PPP

项目，于 2018年 10月与项目实施机构漳州市芗城区城乡建设局签署

《PPP 项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Ａ、项目地点：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Ｂ、项目概况：总投资估算 39,573.30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

费约 34,994.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2,694.85 万元，预备费用

约 1,884.44万元，建设管网总长度为 738.00KM，总设计处理水量达

6690m3/d。合同范围为：漳州市芗城区城中村与农村生活污水收集与

处理 PPP项目的投资、融资、污水处理站设计、建设、运营、移交。 



 

Ｃ、合作期限：合作期包括建设期和运营维护期，共 12 年。建

设期延长（缩短），运营维护期年限不变，整体项目合作期相应延长

（缩短）。 

Ｄ、项目的运营维护：子项目交付使用次日起，进入运营维护期，

由项目公司与运营维护单位签订合同。运营维护费按考评标准支付。 

Ｅ、付费机制：本项目采取“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模

式向源鑫建投支付可用性服务费，两部分资金均由芗城区财政局根据

运营情况统一合并后支付。 

Ｆ、项目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项目已完工且进入运维

期。  

（3）源鑫建投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8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318.90  38,336.13  

负债总额  22,001.71  25,604.05  

净资产  12,317.19  12,732.08  

项 目 2022年 1月-8月（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45.28  94.34  

营业利润    -414.76  52.85  

净利润 -414.89  39.91  

4、和易鑫公司 

（1） 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2MA32G2FX2N 

法定代表人：吴海梅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 月 31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漳响路 44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林业产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灯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新型陶瓷材料销售等。 

股权结构：鑫信建投持有 100%股权。 

和易鑫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2） 主要业务 

目前，和易鑫公司主要经营鑫信建投下属其他公司建设项目所涉

及的建筑材料购销业务。 

（3）和易鑫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8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58.21    5,649.03  

负债总额   2,259.73    4,605.44  

净资产   1,198.48    1,043.59  

项 目 2022年 1月-8月（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57.38    9,221.57  

营业利润     206.68       32.65  

净利润     154.89  33.70  



 

(三)鑫信建投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编号为：

致同审字（2022）第350C025228号，鑫信建投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8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合并 公司 合并 公司 

资产总额 91,224.99 38,284.67 84,805.72 32,822.33 

负债总额 57,115.93 9,318.25 56,106.13 5,958.19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 
28,183.18 28,966.42 27,035.65 26,864.13 

项 目 

2022 年 1月-8月（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合并 公司 合并 公司 

营业收入 16,632.85 7,709.07 10,258.89 1,085.21 

营业利润 1,219.92 2,273.63 353.42 520.03 

净利润 993.11 2,089.93 237.35 407.35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收购公司股权清晰，未设定抵押权、质押权、担保或其他

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漳龙集团不存在为鑫信建投提供担保等情况。 

四、评估情况 

(一)评估机构 

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该机构符合《证券法》



 

的规定。 

(二)评估基准日 

2022年 8 月 31日 

(三)评估方法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在评估过程中，根据各项资产及负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不同

的评估方法。其中非流动资产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性房地产选用

的评估方法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方法 

根据有关规定，结合被投资单位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与之相匹配

的评估方法。首先需了解具体投资形式、收益获取方式和占被投资单

位资本的比重，再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评估。 

本次对评估基准日的长期股权投资，其中投资学鑫建投、联鑫建

投、源鑫建投以收益法进行评估，以企业净现金流量折现模型为主要

评估方法，根据被评估单位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预测，在此基

础上计算出 2022 年 8 月 31 日后各期的企业净现金流，进行折现得出

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再加上非经营性净资产与溢余资产，得出股东

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投资和易鑫公司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然后

将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乘以占股比例计算确定评

估值。 

2.投资性房地产 

由于评估对象是有将交易性、有收益或潜在收益的房地产，且所

在区域交易及租赁实例较易收集，因此除车库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外，其他均采用收益法及市场法进行评估。 



 

(四)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鑫信建投资产总账面价值 38,284.67 万元，

评估价值 40,761.57 万元，增值额 2,476.90 万元，增值率 6.47%；

负债账面价值 9,318.25 万元，评估价值 9,318.25万元，无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 28,966.42 万元，评估价值 31,443.32 万元，增值

额 2,476.90万元，增值率 8.55%,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 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0,641.38 10,641.38 - - 

非流动资产 2 27,643.29 30,120.19 2,476.90 8.96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24,522.96 26,661.96 2,139.00 8.72 

      投资性房地产 6 3,089.35 3,421.06 331.71 10.74 

          固定资产 7 11.70 17.89 6.19 52.91 

     无形资产 8     

长期待摊费用 9 19.28 19.28   

开发支出 10     

商誉 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     

资产总计 14 38,284.67 40,761.57 2,476.90 6.47 

流动负债 15 4,804.78 4,804.78 - - 

非流动负债 16 4,513.47 4,513.47 - - 

负债总计 17 9,318.25 9,318.25 - - 

净 资 产 18 28,966.42 31,443.32 2,476.90 8.55 

 评估增值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原因为子公司净资产评估增值；

投资性房地产增值原因为建成较早，近些年房地产上涨所引起的评估

增值。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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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让标的 

1.甲方持有鑫信建投 100%股权，鑫信建投对外股权投资包括漳

州学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5%股权、南靖县联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89%股权、漳州源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7%股权及漳州和易鑫商贸有

限公司 100%股权。 

上述股权均未设定抵押权、质押权、担保或其他他项权利。 

2.甲、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将甲方持有的鑫信建投 100%股权

给乙方，乙方同意按协议的约定受让该股权。 

3.甲方转让上述股权后，其在鑫信建投享有的全部股权对应的权

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全部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4.双方同意，对鑫信建投进行评估的基准日定为 2022 年 8 月 31

日，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起至上述转让股权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损

益归乙方所有。 

（二）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本次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以前发生但未纳入评估的债权、债务

（含或有负债），以及因股权转让基准日前业务引发的赔偿、补偿、

罚款等一切债务，该债权、债务由股权原持有方承担。 

（三）股权转让价格 

根据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 2022年 8月 31日

为基准日对本次鑫信建投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的结果（厦

均和资评报字（2022）第 161 号），甲方持有的鑫信建投 100%股权

价值为人民币 31,443.32万元。经协商确定，乙方以人民币 31,443.32

万元受让鑫信建投 100%股权。 

（四）股权价款支付方式 



 

评估基准日后至协议签订日，鑫信建投应收甲方债权款 3,000 万

元，双方同意从乙方应付甲方的股权转让款抵减。本协议书签订生效

后十日内，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28,443.32 万

元。 

（五）股权交割事项 

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且乙方按时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 10 个

工作日内，甲方协助乙方完成本协议标的企业产权交割义务并配合办

理完成标的企业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鑫信建投及权属企业员工 9人（其中在编 2 人、劳务派遣 7人），

自本协议生效后全部移交至乙方管理，具体由双方另行接洽移交手

续。 

（六）股权转让相关税费的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税费承担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执行。 

（七）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经各方履行相关程序后生效。 

六、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涉及人员安置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作了约定。 

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鑫信建投应收漳龙集团 3,000万元债权

款外，鑫信建投与漳龙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未有其他交易发生，本次交

易不会增加公司的关联交易。上述债权款在股权转让款中扣减，本次

交易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为满足学鑫建投、联鑫建投及源鑫建投项目建设融资需求，收

购完成后，公司将按股比为上述公司项目融资提供合计不超过



 

95,391.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见于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后为控股公司项目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主要标的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城中村与农村生活污

水收集与处理的 PPP 项目，PPP 项目以政府付费或使用者付费为主要

付费机制，收益稳定，且本次收购有助于发挥公司在工程施工、污水

处理运营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拓宽业务服务范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规划。 

收购完成后，鑫信建投及下属四家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后续将根据收购公司所经营的主要业务及项目实施特点划入对

应的业务板块，以更好地发挥其效能。本次收购将优化公司资产配置，

扩大资产规模，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至今，漳龙集团及下属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发生的

（不包括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141,821.27万元，主要如下： 

披露日期 事项 
金额 

（万元） 
披露媒体 

2022年 6月 18日 

子公司福建展恒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

关联方漳州漳龙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建漳龙建投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成员共同设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漳州高新

区站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2022年 6月 18日 

子公司福建展恒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

关联方漳州漳龙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建漳龙建投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成员共同设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漳州高新

区一药一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00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2022年 9月 14日及

2022年 9月 30日 

漳州发展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的漳州市晟发房地产

有限公司 100%股权、漳州晟达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漳州

晟辉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漳州矩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股权转让给漳龙集团全资下属公司福建漳龙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 41,442.60 万元，对应的债权

合计为 73,203.54 万元，债权款随股权一并转让。 

114,646.14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2022年 9月 14日及

2022年 9月 30日 

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漳州

漳龙物流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漳发

新能源在漳龙物流园（一期）无偿提供的场地内投资建设 9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 

4,027.00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2022年 9月 14日及

2022年 9月 30日 

下属公司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福建大

农景观建设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分包人与总承包人签

署《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由联合体承接“漳州市医

院高新区院区项目室外工程”。 

10,285.18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九、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拟收购控股股东漳龙集团下属公司鑫信建投 100%股权，构

成关联交易，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鑫信建投 100%股权，有助于发挥公司在工程施工、污

水处理运营等方面的优势，统筹优化资源，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本次关联交易已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

估机构对收购股权进行评估，评估机构与公司及公司关联人员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确定，公允合理。

会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

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见 

1.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上述交易的评估机构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符

合《证券法》的规定，除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

司、交易对方均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

突。因此，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上述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并遵循了

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

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评估漳州鑫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分别以资产基础法及收益

法进行了评估，最终以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鉴于评估目的系在

拟收购股权行为下确定上述资产和负债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

公司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所选的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

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4.评估定价公允 

上述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

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上述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上述拟收购的漳州鑫信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见 

4.鑫信建投资产评估报告及专项审计报告 

5.《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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