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京汉股份

公告编号：2017-063

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京
汉置业”
）与刘健、杨华、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池园林”或“目标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协议》
，协议约定：京汉置业
以 20,598.72 万元收购刘健、杨华持有的天池园林 100%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成为京汉置业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将纳入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内。
2017 年 6 月 12 日，以上各方曾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以下简
称“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请参阅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公告 2017-047
号《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
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并以 9 票赞成全票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熊新华先生、郑春美女士和胡天龙
先生同意本次资产收购事项，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审慎考虑的前提下，
决定收购相关资产，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收购价格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定价基础，结合市
场情况协商确定，价格公允，符合市场化原则；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度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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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收购事项无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姓名：刘健
身份证号码：510232********0016
住所：重庆市璧山县东林大道
2、自然人姓名：杨华
身份证号码：510232********0026
住所：重庆市璧山县东林大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交易对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上述协议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天池村二社
法定代表人：刘健
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 年 05 月 19 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05 月 19 日至 2028 年 05 月 19 日
经营范围：生态农业开发；旅游观光服务；种植、销售：花卉苗木；
养殖、销售：水产品；房地产开发（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养老服务；
销售：保健食品；住宿；餐饮服务。（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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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刘健持有目标公司 99.33%的股权，杨华持有目标公司
0.67%的股权

关联关系：目标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23,763,914.14

199,213,451.06

负债总额

161,521,904.07

137,669,555.56

应收款项总额

17,147,766.70

68,905.60

或有事项总额

45,000,000.00

61,000,000.00

净资产

62,242,010.07

61,543,895.50

2016 年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340,287.10

-189,825.65

净利润

-340,287.10

-698,11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75,089.72

-8,807,308.08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众环审字（2017）012627 号审计报
告。
标的资产类别：股权收购
标的资产权属：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六块土地为重庆市坤达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在该银行最高余额不超过 4500 万的短期贷款或银行承兑汇
票进行抵押担保；另外，目标公司与重庆两江恭州演义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重庆两江机器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两江分行签订了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以三块土地为重庆两江恭州演
义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2400 万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该项担保期末担保

余额为 1600 万元。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二）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了众联评报字[2017]第 1153 号《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
础法，对京汉置业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天池园林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这一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得出重庆市天池园林
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
结论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 6,154.39 万元，评估值 20,799.27
万元，评估增值 14,644.88 万元，增值率 237.96%；
总资产账面值为 19,921.35 万元，评估值 33,200.55 万元，评估增
值 13,279.20 万元，增值率 66.66%；
总负债账面价值 13,766.96 万元，评估值 12,401.28 万元，评估减
值 1,365.68 万元，减值率 9.392%。
（三）债权债务情况
天池园林应付重庆大圆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往来款项
124,012,770.72 元（壹亿贰仟肆佰零壹万贰仟柒佰柒拾元柒角贰分）。
（四）标的公司下属项目情况
天池园林 2007 年从原项目业主处购买取得项目开发用地“大圆
祥．天池天街”大项目，整个项目按地形、地块规划为三个子项目，分
别为“大圆祥.天池天街.融府”工程项目、“大圆祥.天池天街.龙桂坊”
工程项目和“大圆祥.天池天街.和苑”工程项目。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建设项目已完成项目整体规划设计、景观园林设计、土石方工程、
周边旅游步道工程、边坡整治工程等。项目位于重庆市璧城镇天池村二、
六社，背靠牛心山，环抱水天池，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67,334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为 178,984.90 平方米，计容面积 133,645.80 平方米，其中
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128,424.39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50,569.51 平方
米，总体车库数量 1,232 个，可售建筑面积为 178,279.28 平方米。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刘健
乙方：杨华
丙方：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1、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7,500 万元（人民币，下同），实收资本 7,500
万元，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99.33%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0.67%的股
权。目标公司是开发建设大圆祥·天池天街·和苑、大圆祥·天池天街·.
融府、大圆祥·天池天街·龙桂坊工程项目的开发商，丙方拟收购甲乙
双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基准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标的股权的转
让价格在丙方委托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甲、乙、丙各
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0,598.72 万元（大写金额：
贰亿零伍佰玖拾捌万柒仟贰佰元整）。其中应付甲方股权转让款为人民
币 20,460.71 万元（大写金额：贰亿零肆佰陆拾万零柒仟壹佰元整）；
应付乙方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38.01 万元（大写金额：壹佰叁拾捌万零
壹佰元整）。
3、本次股权收购按照以下交易步骤进行：
（一）资料共管
本协议生效当日，甲、乙、丙各方对项目公司以下资料进行共管，
共管资料包括公司印鉴（包括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等）、证
照（营业执照、开发资质证书等）、财务资料（包括银行账户、库存现
金、网银 Ukey、财务账簿、财务凭证等）、合同文件等，以上资料均为
原件。
（二）股权转让款共管
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丙方向框架协议阶段设立的共管账
户中存入共管资金人民币 28,000 万元（大写金额：贰亿捌仟万元整）。
该共管资金包含除定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金额：伍仟万元整）之
外的股权转让款及本协议约定的由丙方提供给目标公司的借款
12,401.28 万元。
（三）标的股权交割

在本条（一）、（二）两项规定的内容全部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
各方完成以下事项：
（1）
甲方将持有丁方 99.33%的股权转让丙方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
乙方将持有丁方 0.67%的股权转让丙方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
（2）变更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监事、
财务负责人。甲方、乙方、丙方、丁方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四）更换印章
在目标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新的营业执照领取当日，甲、乙、丙各
方共同将目标公司的印章报公安局做缴销处理，由目标公司申请重新刻
制目标公司新印章并进入资料共管。
（五）支付股权转让款
（1）支付甲方首笔股权转让款
在资料共管、股权转让款共管、标的股权交割、更换印章等工作全
部完成后 2 个工作日内，丙方向甲方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如
下：
甲方受重庆市坤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代为偿还应付富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借款，甲、乙、丙各方配合将共管账户内资金人
民币 4,500 万元（大写金额：肆仟伍佰万元整）及按照实际还款之日核
算的利息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账户。甲方负责在本条款约定资金到账后 5 个工作日内，解除重庆市坤
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签署的《人民
币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最高抵押合同》及办理解押登记。上述款项
支付至指定账户后即视为甲方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
（2）支付甲方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在上述首笔股权转让款约定义务全部完成且目标公司土地全部解押
登记完成后 2 个工作日内，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方
式如下：
甲、乙、丙各方配合将共管账户内资金人民币 2,400 万元（大写金
额：贰仟肆佰万元整）股权转让款支付至甲方账户。
（3）支付甲方剩余股权转让款

本条第（五）款（1）至（2）及本条第（六）款（2）约定义务全部
完成后，框架协议阶段已付定金人民币 2500 万元（大写金额：贰仟伍佰
万元整）抵作丙方应付甲方等额股权转让款，共管定金人民币 2,500 万
元（大写金额：贰仟伍佰万元整）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至甲方账户；剩
余股权转让款由甲、乙、丙各方配合按如下方式从共管账户内支付甲方
（本协议另有约定除外）：
①甲方、丙方办理定金收据更换股权转让款票据的相关财务手续。
②甲方获得主管税务部门个人所得税缴款单后 2 个工作日内，丙方
按照缴税单确定额度代扣代缴支付至税务机关指定账户，上述款项支付
至税务机关指定账户后即视为甲方收到该笔股权转让款；同时将剩余股
权转让款支付至甲方账户。
（4）支付乙方股权转让款
本条第（五）款（1）至（2）约定义务全部完成且乙方获得主管税
务部门个人所得税缴款单后 2 个工作日内，丙方按照缴税单确定额度代
扣代缴支付至税务机关指定账户，上述款项支付至税务机关指定账户后
即视为乙方收到该笔股权转让款；同时将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至乙方账
户。
（六）履约保证
（1）本协议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为本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义
务及责任的履行支付丙方人民币 2,000 万元（大写金额：贰仟万元整）
履约保证金。
（2）若甲方未按期支付上述保证金则形成甲方应付款债务，甲方同
意为本协议约定的甲、乙双方义务及责任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抵押方式
为不动产抵押担保，抵押权人为丙方，抵押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00 万
元（大写金额：贰仟万元整），抵押物经丙方认可且评估值大于等于人
民币 3,000 万元（大写金额：叁仟万元整），抵押担保期限一年（自管
理权移交之日起计算）。甲方在本条第（五）款（1）至（2）约定义务
全部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抵押登记。
（七）管理权移交
本条第（五）款（1）履行完毕当日，由丙方组建的目标公司管理团

队接管目标公司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移交资料、合同、图纸、相
关档案、资产等）。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全部移交至丙方新组建的管
理团队。
（八）丁方偿还重庆大圆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
丙方依据审计报告及债务清单确认债务额度提供给目标公司借款人
民币 12,401.28 万元（大写金额：壹亿贰仟肆佰零壹万贰仟捌佰元整），
该借款支付至共管账户。在本条第（五）款（1）至（2）约定义务全部
完成后 2 个工作日内，甲、乙、丙各方配合将共管账户内该笔共管资金
支付给丁方，由丁方偿还重庆大圆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
（九）定金保证解除抵押登记
在本条第（五）款（1）约定义务全部完成后 2 个工作日内，甲、丙、
丁各方配合解除抵押合同及办理解押登记。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7500

出资比例
100%

5、各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乙双方承担本项目合作中的下列义务和责任：
（1）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负责办理不动产抵押及解押登记。
（2）甲、乙双方保证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目标公司名下土地资
产规划条件综合容积率不低于 0.79（丙方同意除外）、商业面积占计容
面积比例不高于 20%（丙方同意除外）。甲、乙双方负责协助目标公司
新规划方案/设计方案报送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查审批。
（3）
甲、
乙双方负责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依据“璧财非税便【2013】
87 号”文件，配合目标公司完成财政拨付的城市专项建设资金在相关政
府主管部门备案手续。
（4）甲、乙双方负责配合目标公司重新办理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5）甲、乙双方负责配合目标公司与集体土地租地方依据相关协议
开展土地利用工作。

（二）丙方承担本项目合作中的下列义务和责任：
（1）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各阶段股权转让款。
（2）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各方办理不动产抵押或解押登记。
（三）丁方承担本项目合作中的下列义务和责任：
（1）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各方办理不动产解押登记。
（3）负责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提供本协议第 5 条第（一）款（3）
所需的相关财务资料。
6、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
下的任何义务与承诺，或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或保证，则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对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本协议约定的
各项违约金、赔偿金如果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违约方仍应就不足部
分向守约方履行赔偿责任。
7、甲、乙双方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任何一方存在以下违约行为，双
方共同承担违约责任，甲、乙双方相互为对方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二）甲、乙双方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本协议第 3 条第（一）至（九）
款约定义务和责任的（非甲、乙双方原因除外），甲、乙双方按照股权
转让款万分之五每日支付丙方逾期违约金。
（三）甲、乙双方违反本协议第 5 条第（一）款（2）约定的（非甲、
乙双方原因除外），甲、乙双方一次性赔偿丙方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
金额：伍仟万元整）违约金。
（四）若甲、乙双方未完成本协议第 5 条第（一）款（3）约定事项
而导致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向目标公司追偿款项或要求目标公司缴纳税费
（非甲、乙双方原因除外），甲、乙双方负责承担目标公司因此需支付
的款项及缴纳的税费。若甲、乙双方未按时完成本协议第 5 条第（一）
款（3）约定的备案手续（非甲、乙双方原因除外），甲、乙双方负责赔
偿目标公司未备案票面金额等额损失。

（五） 甲、乙双方违反以下约定的，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丙方行
使本条约定的解除权的，甲、乙双方应将共管账户解除共管，将全部共
管资金及已收取的定金返还丙方；自丙方通知解除本协议之日甲、乙双
方逾期返还的，甲、乙双方按照应返还资金万分之五每日支付丙方逾期
付款违约金，同时甲、乙双方应在本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丙方支
付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金额：伍仟万元整）违约金：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无故终止本协议的（非甲、乙双方原因除
外）；
（2）甲、乙双方逾期履行第 3 条第（一）款至（九）款约定义务和
责任（非甲、乙双方原因除外）超过 15 日的。
（六）甲、乙双方违反上述约定（非甲、乙双方原因除外），丙方有
权从应当支付给甲、乙双方的股权转让价款或保证金（若有）中扣收违
约金，但在扣收前应当书面通知甲、乙双方，股权转让价款或保证金不
足以支付违约金的，甲、乙双方予以补足。
8、丙方违约责任
（一）丙方逾期支付甲、乙双方股权转让款的（非丙方原因除外），
按照逾期付款金额万分之五每日支付甲、乙双方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
超过 15 日的甲、乙双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乙双方行使本条约定的解
除权应由甲、乙双方共同作出方为有效。甲、乙双方行使本条约定的解
除权后，应将全部共管资金及已收取的定金全部返还丙方，同时丙方应
在本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甲、乙双方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
金额：伍仟万元整）违约金。
（二）丙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无故终止本协议的（非丙方原因除外），
丙方应支付甲、乙双方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金额：伍仟万元整）违
约金。
9、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经丙方及其母公司依法履
行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通过后生效。
具体协议内容以协议正式文本为准。
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基准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标的股权的转让

价格在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
股权转让价格。
董事会认为：资产收购充分考虑市场价格，以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报
告为基础，公平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意本次收购事项。
六、本次交易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七、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八、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可以
进一步扩大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收购事项对本期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如收购完成，将有利于公
司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权收购协议》
２、
《天池园林财务审计报告》
３、
《天池园林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