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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在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交易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国栋建设、上市公司 指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正源地

产、公司

指 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

告书

指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国栋集团 指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 指

国栋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358,060,57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23.70%）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

利源投资 指 北京利源投资有限公司

黛世有限 指 黛氏有限公司（开曼）/Dash�Limited

大连正源 指 大连正源﹒尚峰尚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汇宝有限 指 汇宝有限公司（BVI）/Allied�Treasure�Limited

正源中国 指 正源中国房地产有限公司（开曼）/Rightway�China�Real�Estate�Limited

瑞源投资 指 瑞源投资有限公司（BVI）/Fortune�Source�Investments�Limited

洋溢集团 指 洋溢集团有限公司（BVI）/Intime�Group�Limited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转

让、本次交易

指

正源地产以协议方式受让国栋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358,060,570股无

限售流通股的行为（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70%）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指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

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

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107-1号

法定代表人 惠盛林

注册资本 7,946,856,542元

实收资本 7,946,856,542元

成立日期 1992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

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99号的幸福E家1-3期、 位于沙河口区五一路97号的

幸福E家4期、位于沙河口区汉阳街8号和汉阳街10号的幸福E家5期（3、4-1、4-2、

5、6、7、8-1、8-2区）的房屋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外资比例低于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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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营期限 至2026年04月04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股东名称 利源投资（50.95%）、大连正源（41.08%）、黛世有限（7.9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24238131XK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107-1号

联系电话 0411-8458680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为利源投资、大连正源、黛世有限，分别持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50.95%、41.08%、7.97%的股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

构如下图所示：

注：其中，富彦斌与张伟娟系夫妻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利源投资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50.95%股份，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利源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利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将台路14号5幢98103室

法定代表人 富彦斌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07月07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境内外股东遵循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的约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通过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最高权力机构，

董事会表决事项，实行一人一票。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应占全体董事的2/3以上，人数不足

2/3时，董事会通过的决议无效。 董事会由11名成员组成，其中利源投资委派6名、大连正源委派4

名、黛世有限委派1名。除“公司章程的修改；公司的合并、分立、中止、解散；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减少；公司的对外担保” 需要出席会议董事一致通过外，其他决议须经出席会议董事半数以上通

过。

另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利源投资

委派；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利源投资推荐，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定，组织领

导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综上，利源投资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50.95%的股权，同时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委派的董事占其

董事会总人数的半数以上，并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委派监事、推荐总经理，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

股东。

（2）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富彦斌先生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富彦斌先生：男，满族，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有境外永久

居留权。 富彦斌先生于198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地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

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

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富彦斌先生自1992年就职于正源地产

以来，历任正源地产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正源地产董事。

2、其他股东情况

公司股东大连正源系一家注册在中国大连的外国法人独资公司， 其唯一股东为成立于英属

维尔京群岛的汇宝有限。 汇宝有限的唯一股东为成立于开曼群岛的正源中国。

公司股东黛世有限系一家为成立于开曼群岛的公司， 其唯一股东为成立于开曼群岛的正源

中国。

根据境外律师事务所迈普达律师事务所（Maples� and� Calder）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2016

年9月26日，正源中国的股东名册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Profit�China�9�Limited 193,090

2 Keen�Richtop�Limited 153,522

3 Luck�Sheen�Investments�Limited 71,652

4 Sunny�King�Group�Limited 69,459

5 Super�Right�Investments�Limited 69,459

6 Cool�Power�Inc�Limited 59,223

7 Forum�RW�Holdings�Ltd. 47,520

8 Charmway�HK�Investment�Limited 21,939

9 Massive�Vast�Investments�Ltd. 16,459

10 Classic�Bond�Holdings�Limited 6,577

11 Vastfly�Investments�Ltd. 4,916

12 City�Source�Investments�Ltd. 3,298

13 Rich�Upsurge�Investments�Ltd. 653

14 Blue�Ridge�Investments,�LLC 177

15 Deutsche�Bank�AG,�London�Branch 133

合计 718,07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红筹架构的拆除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曾经谋求境外上市，并在海外搭建了上市架构。 2010年12月至2016年6月，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一直为大连正源和黛世有限；大连正源的股东一直为汇宝有限。 黛世有限和

汇宝有限均为境外公司， 富彦斌先生通过瑞源投资等境外公司间接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控制

权。 2016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其中，富彦斌与张伟娟系夫妻关系。

2016年6月始，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交易对方参与上市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6年6月起开始着手海外红筹架构的拆除，其目的是

使富彦斌先生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制权由境外回归境内。 该红筹架构拆除主要分为境内控制

权搭建及境外控制权拆除两个部分：

1、境内控制权搭建

2016年8月26日，经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方

及增资的批复》（大外经贸发[2016]282号）批准，富彦斌先生通过其直接控股的境内公司利源投

资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增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均由389,793.3134万元增加至

794,685.654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利源投资以现金缴纳。

2016年8月3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就上述增资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增资完成后，利源投资

直接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50.95%的股权，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

2、境外控制权拆除

正源中国曾在香港发行可转换债券， 根据境外律师事务所迈普达律师事务所 （Maples� and�

Calder）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正源中国与债权人签订的债转股协议：

2016年8月31日，正源中国完成向相关债权人增发新股事宜，瑞源投资及洋溢集团持有的正

源中国股权被稀释。

2016年9月2日，瑞源投资及洋溢集团持有的正源中国股份全部由正源中国回购。 回购后，富

彦斌先生及其配偶张伟娟女士不再通过境外公司间接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

至此， 富彦斌先生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制权回归境内， 控制权回归后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化，具体如下图所示：

注：其中，富彦斌与张伟娟系夫妻关系。

富彦斌先生承诺，其通过利源投资持有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为真实持有，与任何第三

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者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除通过

利源投资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外，其本人及其近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在大连正源、汇

宝有限、黛世有限、正源中国以及正源中国各个股东中不拥有任何权益，不存在通过任何境外主

体或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富彦斌先生已申请辞去正源中国唯一董事， 以及汇宝有限唯一董

事、黛世有限唯一董事及大连正源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务，目前尚未办理完成。 富彦斌先生承

诺，在辞去上述职务之前，上述公司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所有决策交由股东决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富彦斌先生及其配偶张伟娟女士控制的境外公司为瑞源投资和洋

溢集团，上述两家公司未开展任何业务，无任何对外投资。 富彦斌先生及其配偶承诺，其将在2016

年12月31日之前将上述两家公司转让给其他无关联第三方或注销。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

业务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一级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大连中申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电气焊、土石方工程、房屋拆

除、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以

上凭资质证经营）；机械设备、模具的租赁；工程

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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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00 100.00

2

大连正源景观有限公

司

园林景观设计、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及施工；

园林古建筑工程设计及施工（以上均凭资质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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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 100.00

3

大连海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以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核定的范围为准，并凭资质证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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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2,000 100.00

4

北京世纪正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限制性项目除外）；房

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不含限制性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60,000 100.00

5

北京正源博雅置业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

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运营；大

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

房；仓储；货运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10,000 100.00

6

八九八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10,000 100.00

7

重庆润丰源投资有限

公司

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资产管理；

经济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

应经审批或许可的未取得审批或许可前不得经

营）

10,000 100.00

8

重庆正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资产管

理；经济信息咨询。（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

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或许可的，未

取得审批或许可前不得经营）

10,000 100.00

9

湖南正源尚峰尚水园

林景观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园林设施及设备安装；

园林绿化养护、维护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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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0

10

正源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注册地：香港）

资产投资 8,000万美元 100.00

11

湖南正源尚峰尚水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渡假，高尔夫场地、设备

建设服务，温泉健身，建筑材料及土特产、体育器

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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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8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控

制的其他主要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大连正源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物业服务、清洁服务；棋牌室、台球室、乒

乓球室、健身房；房屋出租；停车场服务

（限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福吉园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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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0

利源投资直接持

有66.67%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33.33%股份

3、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利源投资及其控制的企业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主要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福瑞源投

资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10,000 51.00

2

大连正源装饰

装修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室内装饰设计、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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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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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00

北京福瑞源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66.67%

的股份， 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有33.33%

的股份

3 瑞源投资 -注1 1,214.57美元 91.77

注1：瑞源投资是设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企业，无特殊经营范围限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要业务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873,092.91 1,830,490.63 1,934,473.13

负债总额 805,083.78 807,302.65 957,608.49

净资产 1,068,009.13 1,023,187.98 976,864.63

资产负债率 42.98% 44.10% 49.50%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14,465.84 287,323.00 487,248.58

主营业务收入 198,760.52 277,238.49 478,628.51

利润总额 54,215.61 62,642.87 81,503.31

净利润 41,931.39 46,322.35 61,824.56

净资产收益率 4.01% 4.63% 6.53%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1 惠盛林 董事长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2 富彦斌 董事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美国永久居留权

3 张伟娟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美国永久居留权

4 何延龙 董事、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5 平奋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新西兰永久居留权

6 孙会忱 董事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7 程万鹏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8 王世忠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9 吕仲秋 董事 中国 湖南省长沙市 否

10 严兆坤 董事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11 薛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12 姜鲁滇 监事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13 马美华 财务负责人 中国 辽宁省大连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

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情况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协议收购的方式受让国栋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358,

060,57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7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借助上市公司平台，整合优质资产，不断改善

上市公司的经营水平，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障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

三、未来12个月增持、处置上市公司股份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信息披露义

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处置其已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的计划。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 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实施条例》、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最高权

力机构，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016年10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董事会决议，同意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国栋集团签署《股

份转让框架协议》，购买国栋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并同意信息披露义务人以上述框架协议

为基础，与国栋集团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2016年10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国栋集团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2016年10月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国栋集团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358,060,570股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23.70%。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采用协议收购的方式受让国栋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2016年10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乙方）与国栋集团（甲方）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股份转让

1.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国栋建设358,060,570股流通股（约占国栋建设股份总数的23.70%）转

让给乙方。

1.2�本次股份转让后，乙方持有国栋建设358,060,570股（约占国栋建设股份总数的23.70%）。

1.3�自标的股份过户之日起，乙方成为国栋建设的第一大股东。 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相关信

息披露及对国栋建设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方面的调整。 乙方作为国栋建设的股东，根据持

有的国栋建设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享有和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下转B122版)

证券代码：600321� � � �股票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2016-075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0月10日公司发布的《关于控股股

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70），公司控股股东四

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栋集团” ）已于2016年10月8日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正源地产” ）签署了关于本公司股份转让及后续安排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全面

披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因公司

尚未在《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公告后的3日内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此，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10月13日起停牌，至公司披露本次股权转让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

起复牌。

2016年10月19日，国栋集团与正源地产已签署了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正源地产也向公司

提交了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其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发表的核查意见，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和核查意见将于本复牌公告披露同日一并向广大投资者公告。

按照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0月21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停

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地

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21� � � � �股票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2016-074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国栋建设” ）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栋集团” ）于 2016年10月8日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

源地产” ）签署了《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

1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0）。

2016年10月19日，国栋集团与正源地产签署了《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正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国栋集团将其持有的 358,060,570公司

流通股股份以每股人民币7元的价格转让给正源地产，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70%。 本次转让完成

前，国栋集团持有公司687,730,5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53%，本次转让完成后国栋集团持有公司

329,6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2%。

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为国栋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王春鸣先生，如上述股份转让最终实施完成，

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正源地产，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富彦斌先生。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核心条款

国栋集团（甲方）与正源地产（乙方）于2016年10月19日签署《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

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各方当事人

甲方：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栋集团” ）

乙方：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源地产” ）

2、标的股份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国栋建设358,060,57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

乙方。 乙方同意购买上述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

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中3.35亿股已用于质押融资，借款本金人民币6.05亿元，具体质押融资情

况详见国栋建设相关公告。

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是指甲方持有的国栋建设358,060,57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约占国栋

建设股份总数的23.70%）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

3、股份转让价款及股份交割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柒元整（￥7.00），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总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伍亿零陆佰肆拾贰万叁仟玖佰玖拾元（￥2,506,423,990.00）整的股份转让款。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将定金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支付到甲方指定的账户。

乙方承诺， 如未能按照以上约定支付定金， 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

000.00）。 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5）项全部支付完转让款时，该定金自动转为股份转让

价款。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按下列程序办理：

（1）甲方承诺在收到乙方支付的定金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与相关融资机构就解除股份质押的

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处理，并完成上述机构同意提前偿还借款的审批程序。

（2）乙方应于甲方完成上述相关审批程序后1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伍亿元整

（￥500,000,000.00）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由甲乙双方共管，该共管账户以甲方名义另行开立，乙

方预留印鉴，以下简称“共管账户” ）。

本次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伍亿元整（￥500,000,000.00）和定金贰亿元整（￥200,000,000.00）合

计人民币柒亿元整（￥700,000,000.00）专项用于偿还甲方以质押股份取得的6.05亿元的借款本金及

利息，以解除相关股份的质押，不得挪作他用。如该等专项资金不足以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及利息，则

差额部分由甲方补足；如该等专项资金足以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及利息，则剩余部分归甲方所有。

（3）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偿还相应借款（其中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1.25亿元，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8亿元），并取得后续办理质押解除所需的

必要文件和凭证。

（4）甲方在偿还借款并取得有关凭据后的1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交办

理质押股份质押解除的手续，并完成质押解除。

（5）质押股份质押解除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股份转让余款壹拾捌亿零陆佰肆拾贰万叁

仟玖佰玖拾元整（￥1,806,423,990.00）至共管账户。

（6）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的2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共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全部标的股

份转让申请材料。

（7）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2个工作日内，甲方在乙方配合下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提交全部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申请材料，并完成股份过户。

（8）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收到全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凭

证的收据，同时应配合甲方解除账户共管，该账户及资金全部由甲方自由支配。 上述股份过户至乙

方名下5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会同国栋建设完成乙方作为国栋建设控股股东的工商变更手续。

（9）如甲方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完成上述股份质押解除的手续或未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标的股份转让申请材料，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退还上述股份全部转让价款人民币

贰拾伍亿零陆佰肆拾贰万叁仟玖佰玖拾元（￥2,506,423,990.00）整，甲方另向乙方赔偿违约金人民

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如乙方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关股份转让价款， 则甲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乙方向甲方支付的人民币贰亿元（￥200,000,000.00）定金不再返还。 乙方其余已支付的股权

转让价款甲方不予返还。

双方同意，如确实由于监管机构、银行、券商等非双方原因造成上述操作时间发生迟延，则双方

可友好协商，在相关因素消除后继续办理相关事宜，无需承担本款所述违约责任。

（10）双方同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有关主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相关收费规定，各自缴

纳本次股份转让和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4、公司治理及过渡期安排

甲方承诺，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不以任何方式寻求对国栋建设的控股权及控制权，亦不

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行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乙双方应相互配合，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国栋建设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进行相应调整。

过渡期安排：

（1）在本协议签署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过渡期” ），甲方应按照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行

使国栋建设控股股东的权利，不会亦不得进行任何损害乙方、国栋建设、国栋建设其他股东、国栋建

设债权人的重大利益的行为。

（2）双方同意，于过渡期内，双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对股份转让方、受让方及国栋建设

等相关主体的有关行为规范和要求，履行股份转让、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义务。

（3）双方同意，于过渡期内，除双方书面另行共同同意外，甲方应确保甲方及甲方向国栋建设

推荐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不会提议、不会赞同国栋建设及国栋建设控股子公司开展如下事项：

① 任何重大资产购置或处置；

② 对外进行投资或处置对外投资；

③ 分配国栋建设利润；

④ 除维持正常的日常经营所需外， 向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新增借款或就原有借款进行展

期；

⑤ 除维持正常的日常经营所需外，为任何方提供担保；

⑥ 除维持正常的日常经营所需与国栋建设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外，向任何方提供借款；

⑦ 增加或减少国栋建设的注册资本；

⑧ 对国栋建设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⑨ 对国栋建设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⑩ 修改国栋建设公司章程及其他可能导致国栋建设资产或负债发生重大变化的交易或行为。

5、定金责任及违约责任

定金责任：

（1） 本协议签署后， 由于甲方无故不履行本协议， 甲方应双倍返还定金合计人民币肆亿元

（￥400,000,000.00）。

（2）本协议签署后，由于乙方无故不履行本协议，乙方所支付的定金人民币贰亿元（￥200,000,

000.00）不予退还。

（3）若过户过程中，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等政府监管部门不允许本次转让

申请的情形时，甲方应将已收取的定金及股份转让款项无息退还乙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内容，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经济损失。

（2）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本次交易目的不能实现，则甲方应当无条件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

转让款，并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总价款20%的违约金。

（3）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本次交易目的不能实现，则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甲方不予退还，乙方

应另向甲方支付本协议总价款20%的违约金。

（4）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的，每逾期一日按照股份转让款

总额的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5）如甲方因本条第（2）款的原因，而未及时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及违约金的，每逾期

一日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6）如乙方因本条第（3）款的原因，而未及时支付违约金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

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生效时间及条件

双方确认，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7、其他重要约定

在本协议签署之后至交割日之前， 如发生任何情形而可能对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或标的

股份有重大不利影响时，本协议有关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该等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有可

能对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针对甲方/乙方或标的股份有提起的诉讼、 仲裁，

或标的股份有任何灭失或毁损。 在此情况下，由双方协商确定是否根据本协议进行交割。

二、交易各方介绍

1、国栋集团

公司名称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四川省双流县黄水镇

法定代表人 王春鸣

注册资本 18,918.1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202384436G

成立日期 1994�年 6�月 26�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生产、销售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

2、正源地产

公司名称 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107-1号

法定代表人 惠盛林

注册资本 7,946,856,542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24238131XK

成立日期 1992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

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99号的幸福E家1-3期、位于沙河口区五一路97

号的幸福E家4期、位于沙河口区汉阳街8号和汉阳街10号的幸福E家5期（3、

4-1、4-2、5、6、7、8-1、8-2区）的房屋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外资

比例低于25%）。

正源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富彦斌与张伟娟系夫妻关系。

三、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待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正源地产将持有公

司358,060,570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70%，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富彦斌将成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富彦斌先生，男，满族，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有境外永久居

留权。 富先生于1983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地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就读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就读于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富彦斌先生于1992年创办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历任正源地产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后，国栋集团与收购方持股情况表：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前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7,730,570 45.53 329,670,000 21.82

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0 358,060,570 23.70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国栋集团）》；

2、《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正源地产）》；

3、《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详细内容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0月21日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栋建设

股票代码：600321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双流县黄水镇（川藏路18公里处）

通讯地址：四川省双流县黄水镇（川藏路18公里处）

联系电话：028-86129378

股份变动形式：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16年10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国栋建设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国栋建设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国栋建设、上市公司 指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栋集团 指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

告书

指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标的股份 指

国栋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358,060,570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70%）及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

正源地产、收购人 指 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转

让、本次交易

指

国栋集团以协议方式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358,060,570股股份给正源

地产的行为（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70%）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指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

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

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四川省双流县黄水镇（川藏路18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 王春鸣

注册资本 18,918.8万元

实收资本 18,918.8万元

成立日期 1994年6月26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生产、销售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

经营期限 自2000年8月25日至永久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名称

王春鸣（55%）、刘福琼（17%）、王云衡（8%）、王浚杰（8%）、王云露（6%）、金玉

芳（3%）、黄艳（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202384436G

通讯地址 四川省双流县黄水镇（川藏路18公里处）

联系电话 028-8612937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为王春鸣、刘福琼、王云衡、王浚杰、王云露、金玉芳、黄艳七位自然

人，分别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55%、17%、8%、8%、6%、3%、3%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三）主要董事及负责人情况

国栋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任职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拥有境外永

久居留权

王春鸣 董事长 男 51012219490224391X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李秦生 董事 男 510103194511135410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杨健 董事 男 510723196910161699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黄艳 董事 女 510122197306031762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王果 董事 男 510723197710141794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朱昌锋 财务负责人 男 412301198109262037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国栋集团上述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任职人员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位担任的职务

王春鸣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王春鸣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春鸣 四川国栋建设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春鸣 四川南充国栋林产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春鸣 四川国栋营造林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情况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358,060,570股无

限售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7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促进国栋建设利用好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将其持有的股份

出售给正源地产。 通过优化股权结构，不断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水平，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保障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

三、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后，国栋集团仍然持有国栋建设329,670,000股限售流通股，占国栋建设总股本

的21.82%；国栋集团的一致行动人王春鸣个人持有国栋建设6,865,568股流通股，占国栋建设总股

本的0.45%；国栋集团和其一致行动人王春鸣总共持有国栋建设336,535,568股，占国栋建设总股本

的22.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栋集团承诺，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国栋集团不以任何方式寻求对国栋建

设的控股权及控制权，亦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行为。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栋集团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

《收购办法》、《上市规则》、《准则15号》、《准则1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 国栋集团直接持有国栋建设687,730,570股股份， 占国栋建设股本总额的

45.53%，系国栋建设的合法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一）《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2016年10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甲方）与正源地产（乙方）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股份转让

1.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国栋建设358,060,570股流通股（约占国栋建设股份总数的23.70%）转

让给乙方。

1.2�本次股份转让后，乙方持有国栋建设358,060,570股（约占国栋建设股份总数的23.70%）。

1.3�自标的股份过户之日起，乙方成为国栋建设的第一大股东。 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相关信

息披露及对国栋建设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方面的调整。 乙方作为国栋建设的股东，根据持

有的国栋建设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享有和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1.4�截至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持有国栋建设的标的股份存在被法院超保全标的冻结的

情形。 甲方将及时解除标的股份的冻结状态，并承诺在以本框架协议为基础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签署之前，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悬而未决的争议、诉讼、仲裁、司法或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

限制之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导致标的股份被冻结、查封的情形。

第二条 股份转让安排与价款

2.1�经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柒元整（￥7.00），标的股

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贰拾伍亿零陆佰肆拾贰万叁仟玖佰玖拾元（￥2,506,423,990.00）整。

2.2�关于股份转让的具体安排及价款支付由甲乙双方在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

第三条 公司治理

3.1�甲方承诺，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不以任何方式寻求对国栋建设的控股权及控制权，

亦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行为。

3.2�关于国栋建设未来公司治理的相关安排由甲乙双方签署的正式股份转让协议约定。 ”

（二）《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2016年10月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甲方）与正源地产（乙方）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各方当事人

甲方：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栋集团” ）

乙方：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源地产” ）

2、标的股份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国栋建设358,060,57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

给乙方。 乙方同意购买上述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

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中3.35亿股（简称“质押股份” ）已用于质押融资，借款本金人民币6.05

亿元，具体质押融资情况详见国栋建设相关公告。

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是指甲方持有的国栋建设358,060,57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约占国

栋建设股份总数的23.70%）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

3、股份转让价款及股份交割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柒元整（￥7.00），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总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伍亿零陆佰肆拾贰万叁仟玖佰玖拾元（￥2,506,423,990.00）整的股份转

让款。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将定金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支付到甲方指定的账

户。 乙方承诺，如未能按照以上约定支付定金，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

000.00）。 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5）项全部支付完转让款时，该定金自动转为股份转

让价款。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按下列程序办理：

（1）甲方承诺在收到乙方支付的定金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与相关融资机构就解除股份质押

的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处理，并完成上述机构同意提前偿还借款的审批程序。

（2）乙方应于甲方完成上述相关审批程序后1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伍亿元

整（￥500,000,000.00）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由甲乙双方共管，该共管账户以甲方名义另行开

立，乙方预留印鉴，以下简称“共管账户” ）。

本次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伍亿元整（￥500,000,000.00）和定金贰亿元整（￥200,000,000.00）

合计人民币柒亿元整（￥700,000,000.00）专项用于偿还甲方以质押股份取得的6.05亿元的借款

本金及利息，以解除相关股份的质押，不得挪作他用。 如该等专项资金不足以偿还相应借款本金

及利息，则差额部分由甲方补足；如该等专项资金足以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及利息，则剩余部分归

甲方所有。

（3）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偿还相应借款（其中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1.25亿元，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8亿元），并取得后续办理质押解除所

需的必要文件和凭证。

（4）甲方在偿还借款并取得有关凭据后的1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交

办理质押股份质押解除的手续，并完成质押解除。

（5）质押股份质押解除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股份转让余款壹拾捌亿零陆佰肆拾贰万

叁仟玖佰玖拾元整（￥1,806,423,990.00）至共管账户。

（6）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的2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共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全部标的

股份转让申请材料。

（7）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2个工作日内，甲方在乙方配合下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提交全部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申请材料，并完成股份过户。

（8）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收到全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凭证的收据，同时应配合甲方解除账户共管，该账户及资金全部由甲方自由支配。 上述股份过户

至乙方名下5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会同国栋建设完成乙方作为国栋建设控股股东的工商变更手

续。

（9）如甲方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完成上述股份质押解除的手续或未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标的股份转让申请材料，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退还上述股份全部转让价款人

民币贰拾伍亿零陆佰肆拾贰万叁仟玖佰玖拾元（￥2,506,423,990.00）整，甲方另向乙方赔偿违约

金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如乙方未能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关股份转让价款， 则甲方有权解除

本协议，乙方向甲方支付的人民币贰亿元（￥200,000,000.00）定金不再返还。 乙方其余已支付的

股权转让价款甲方不予返还。

双方同意，如确实由于监管机构、银行、券商等非双方原因造成上述操作时间发生迟延，则双

方可友好协商，在相关因素消除后继续办理相关事宜，无需承担本款所述违约责任。

（10）双方同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有关主管部门关于股份转让的相关收费规定，各自

缴纳本次股份转让和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4、公司治理及过渡期安排

甲方承诺，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不以任何方式寻求对国栋建设的控股权及控制权，亦

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行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乙双方应相互配合，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国栋建设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进行相应调整。

过渡期安排：

（1）在本协议签署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过渡期” ），甲方应按照善良管理人的标准

行使国栋建设控股股东的权利，不会亦不得进行任何损害乙方、国栋建设、国栋建设其他股东、国

栋建设债权人的重大利益的行为。

（2）双方同意，于过渡期内，双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对股份转让方、受让方及国栋建

设等相关主体的有关行为规范和要求，履行股份转让、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义务。

（3）双方同意，于过渡期内，除双方书面另行共同同意外，甲方应确保甲方及甲方向国栋建

设推荐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不会提议、不会赞同国栋建设及国栋建设控股子公司开展如下事项：

① 任何重大资产购置或处置；

② 对外进行投资或处置对外投资；

③ 分配国栋建设利润；

④ 除维持正常的日常经营所需外，向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新增借款或就原有借款进行展期；

⑤ 除维持正常的日常经营所需外，为任何方提供担保；

⑥ 除维持正常的日常经营所需与国栋建设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外， 向任何方提供借

款；

⑦ 增加或减少国栋建设的注册资本；

⑧ 对国栋建设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⑨ 对国栋建设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⑩ 修改国栋建设公司章程及其他可能导致国栋建设资产或负债发生重大变化的交易或行

为。

5、定金责任及违约责任

定金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由于甲方无故不履行本协议，甲方应双倍返还定金合计人民币肆亿元

（￥400,000,000.00）。

（2）本协议签署后，由于乙方无故不履行本协议，乙方所支付的定金人民币贰亿元（￥200,

000,000.00）不予退还。

（3）若过户过程中，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等政府监管部门不允许本次转

让申请的情形时，甲方应将已收取的定金及股份转让款项无息退还乙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内容，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经济损

失。

（2）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本次交易目的不能实现，则甲方应当无条件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

部转让款，并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总价款20%的违约金。

（3）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本次交易目的不能实现，则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甲方不予退还，乙

方应另向甲方支付本协议总价款20%的违约金。

（4）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的，每逾期一日按照股份转让

款总额的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5）如甲方因本条第（2）款的原因，而未及时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及违约金的，每逾

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6）如乙方因本条第（3）款的原因，而未及时支付违约金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金额

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生效时间及条件

双方确认，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7、其他重要约定

在本协议签署之后至交割日之前， 如发生任何情形而可能对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或标

的股份有重大不利影响时，本协议有关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 该等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任何

有可能对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针对甲方/乙方或标的股份有提起的诉讼、

仲裁，或标的股份有任何灭失或毁损。 在此情况下，由双方协商确定是否根据本协议进行交割。 ”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国栋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687,730,57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的45.53%，其中358,060,570股为无限售流通股，329,670,000股为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人拟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358,060,570股无限

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7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累计质押335,

000,000股。 如标的股份所涉质押的部分未能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解除质押，则本次交

易存在无法完成的风险。

除上述情况及《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

不存在补充协议、交易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未就国栋集团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的剩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2016�年 10�月 8�日， 国栋集团召开股东会， 会议同意国栋集团协议转让持有的国栋建设

358,060,570无限售流通股股份给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506,423,990.00

元，同意国栋集团与正源地产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并同意信息披露义务人以上述框架协

议为基础，与正源地产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调查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进行了合理的调查和了解，认

为正源地产具备收购人的收购资格条件。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履行承诺以及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未履行承诺以及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2016年5月6日，因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上市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6日起停牌。 并自2016年5月13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2016年9月29日，上市公司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控股股东国栋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

其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告。 上市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6年10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正源地产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2016年10月10日，上市公司披露上述《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上市公司股票复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2016年5月6日停牌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结果，自上市

公司本次股票停牌前六个月内（2015年11月05日至2016年05月05日），国栋集团董事王果之配偶

廖小梅、监事王林凌二人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上述二人做出如下声明及承诺：

“1、 买卖国栋建设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日期 交易股数 结余股数 摘要

廖小梅 2015年11月9日 1300 0 卖出

廖小梅 2016年1月12日 400 400 买入

廖小梅 2016年3月29日 400 0 卖出

王林凌 2015年12月08日 2700 0 卖出

王林凌 2016年3月3日 1700 1700 买入

王林凌 2016年3月28日 1700 0 卖出

2、除上述买卖股票情况之外，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未买卖国栋建设的股票。

3、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国栋建设股票的行为，是在并未获知本次股份转让有关信息及其他

内幕信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国栋建设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与本次股份转让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股份转让内幕信息买卖国栋建设股票的情形，

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国栋建设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4、本人承诺，若上述买卖国栋建设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

因上述国栋建设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到国栋建设。

5、本人对上述声明和承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人保证上述声明和承

诺不存在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之情形。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已经披露的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于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上市公司法定地址，在正常时间内可供查阅：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东会决议；

（四）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

（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

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义务披露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王春鸣

签署日期：2016年10月2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股票简称 国栋建设 股票代码 60032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本次交易前，信息披

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自然人王春鸣。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持股数量：687,730,570股

持股比例：45.53%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A股流通股

变动数量：358,060,570股

变动比例：23.70%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

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信息义务披露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王春鸣

签署日期：201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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