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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及商标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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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版权局颁发的1项作

品登记证书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46项商标注册证书，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一、作品登记证书情况

序号 作品名称 登记号 作品类别 创作完成时间 首次发表时间

1 星帅尔标识 国作登字-2017-F-00442903 美术作品 2011.05.10 2011.05.10

二、商标注册证书情况

序号

商标图形

或字样

注册商标号 核定使用商标类型

核定使用商品/

服务项目

有效期限

1 Star�Shuaier 21035379 国际分类35

户外广告；货物展出；样品散发；广

告宣传本的出版；广告；广告宣传；

电视广告；商业橱窗布置；计算机网

络上的在线广告（截止）

2017.10.14-2027.10.

13

2 Star�Shuaier 21035570 国际分类42

计算机编程；恢复计算机数据；计算

机系统设计；托管计算机站（网

站）；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计算机

系统远程监控；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电子数据存储；通过网站提供计算

机技术和编程信息；工业品外观设

计（截止）

2017.10.14-2027.10.

13

3 星帅尔 21035065 国际分类9

电器接插件；电磁线圈；自动定时开

关；插头、插座和其他接触器（电连

接）；电容器；高低压开关板；电耦合

器（截止）

2017.10.14-2027.10.

13

4 星帅尔 21035029 国际分类35

户外广告；货物展出；样品散发；广

告宣传本的出版；广告；广告宣传；

电视广告；商业橱窗布置；计算机网

络上的在线广告（截止）

2017.10.14-2027.10.

13

5 星帅尔 21035114 国际分类42

计算机编程；恢复计算机数据；计算

机系统设计；托管计算机站（网

站）；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计算机

系统远程监控；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电子数据存储；通过网站提供计算

机技术和编程信息；工业品外观设

计（截止）

2017.10.14-2027.10.

13

6 21036029 国际分类35

户外广告；货物展出；样品散发；广

告宣传本的出版；广告；广告宣传；

电视广告；商业橱窗布置；计算机网

络上的在线广告（截止）

2017.10.14-2027.10.

13

7 21036221 国际分类42

计算机编程；恢复计算机数据；计算

机系统设计；托管计算机站（网

站）；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计算机

系统远程监控；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电子数据存储；通过网站提供计算

机技术和编程信息；工业品外观设

计（截止）

2017.10.14-2027.10.

13

8 星帅尔 21865276 国际分类1

焊接用保护气体；酒精；碳水化合

物；汽车燃料化学添加剂；制动液；

刹车液；气体净化剂；化学冷凝制

剂；增润剂；助焊剂（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9 星帅尔 21865489 国际分类2

颜料；食品用着色剂；印刷膏（油

墨）；油漆；漆；防腐蚀剂；天然树脂；

染料；陶瓷涂料；防锈制剂（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0 星帅尔 21865736 国际分类3

肥皂；洗衣剂；去污剂；去油剂；上光

剂；香精油；化妆品；香；空气芳香

剂；牙膏（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1 星帅尔 21866031 国际分类4

工业用油脂；润滑油；润滑剂；煤；燃

料；蜡烛；工业用蜡；除尘制剂；电

能；电（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2 星帅尔 21866201 国际分类5

人参；枸杞；医用止痛制剂；医用药

物；止血剂；消毒剂；医用营养食物；

净化剂；冰箱除臭剂（去味剂）；杀

虫剂（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3 星帅尔 21866347 国际分类6

钢合金；钢管；管道用金属接头；金

属管道；金属建筑材料；铝塑板；普

通金属线；金属垫圈；钉子；树木金

属保护器（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4 星帅尔 21866526 国际分类7

自动操作机（机械手）；金属拉丝

机；注塑机；塑料加工机器；轴承（机

器部件）；包装机（打包机）；洗衣

机；液压手工具；马达和引擎启动

器；联轴器（机器）（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5 星帅尔 21866718 国际分类8

磨具（手工具）；剃须刀；剪刀；餐具

（刀、叉和匙）；镊子；手动千斤顶；

螺丝刀；铰刀；金刚砂磨轮；漂洗工

具（手工具）（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6 星帅尔 21866863 国际分类10

医用针；牙科设备和仪器；医用电热

垫；医用激光器；电疗器械；助听器；

口罩；缝合材料；奶瓶；医用放射设

备（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7 星帅尔 21867017 国际分类11

冰柜；冷藏柜；饮料冷却装置；制冰

机和设备；冰箱；空气过滤设备；热

交换器（非机器部件）；饮用水过滤

器；饮水机；中央供暖装置用散热器

（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8 星帅尔 21867121 国际分类12

火车车厢连接器；叉车；公共汽车；

小汽车；自行车；电动运载工具；空

中运载工具；水上运载工具；运载工

具用悬置减震器；运载工具防盗报

警器（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19 星帅尔 21867432 国际分类13

火器；烟火产品；鞭炮；爆竹；烟花；

个人防护用喷雾；焰火；炸药；机动

武器；子弹（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0 星帅尔 21867568 国际分类14

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玛瑙；小

饰物（首饰）；翡翠；银制工艺品；贵

重金属艺术品；首饰盒；表；闹钟；电

子万年台历（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1 星帅尔 21867790 国际分类15

钢琴；吉他；小提琴；琵琶；弹拨乐

器；打击乐器；筝；乐器架；簧（管）

乐器；电子乐器（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2 星帅尔 21867858 国际分类16

纸；名片；印刷品；海报；报纸；杂志

（期刊）；图画；文具；书写工具；印

章（印）（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3 星帅尔 21872429 国际分类17

密封环；防水圈；密封物；隔音材料；

绝缘材料；电缆绝缘体；绝缘胶带；

防水包装物；绝缘织物；绝缘胶布

（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4 星帅尔 21872661 国际分类19

木材；混凝土；石膏；水泥；砖；瓷砖；

沥青；涂层（建筑材料）；大理石；建

筑玻璃（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5 星帅尔 21872696 国际分类20

家具；木制或塑料制箱；工作台；竹

子；展示板；垫枕；镜子（玻璃镜）；

软垫；野营睡袋；室内百叶帘（截

止）

2017.12.28-2027.12.

27

26 星帅尔 21872807 国际分类21

瓶；杯；家用器皿；日用玻璃器皿（包

括杯、盘、壶、缸）；日用陶器（包括

盆、碗、盘、缸、坛、罐、砂锅、壶、炻器

餐具）；饮用器皿；茶具（餐具）；梳；

牙刷；化妆用具（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7 星帅尔 21873219 国际分类22

绳索；渔网；网线；编织袋；阻燃布；

塑料打包带；吊床；包装用纺织品袋

（包）；丝绵；羊毛（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8 星帅尔 21873200 国际分类23

纱；线；毛线；纺织线和纱；亚麻线和

纱；人造线和纱；绣花用线和纱；弹

力丝（纺织用）；绒线；刺绣金属线

（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29 星帅尔 21873502 国际分类24

布；织物；手绣；机绣图画；毡；浴巾；

床罩；被子；床上用覆盖物；家用塑

料遮盖物；餐具垫（非纸制）（截

止）

2017.12.28-2027.12.

27

30 星帅尔 2187377 国际分类26

花边；衣服装饰品；头发装饰品；纽

扣；假发；针；人造花；人造水果；拉

链；发夹（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31 星帅尔 21873851 国际分类27

地毯；席；地垫；墙纸；人工草皮；非

纺织品制壁挂；汽车用垫毯；体育馆

用垫；地板覆盖物；纺织品墙纸（截

止）

2017.12.28-2027.12.

27

32 星帅尔 21874181 国际分类29

猪肉食品；火腿；龙虾（非活）；水果

罐头；腌制水果；腌制蔬菜；蛋；牛奶

制品；豆腐制品；以果蔬为主的零食

小吃（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33 星帅尔 21874355 国际分类30

咖啡；茶；糖；蜂蜜；面包；粽子；面

粉；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食用

冰；除香精油外的食物用调味品（截

止）

2017.12.28-2027.12.

27

34 星帅尔 21874493 国际分类31

树木；谷（谷类）；植物；小龙虾（活

的）；坚果（水果）；新鲜水果；新鲜

蔬菜；植物种子；动物食品；酿酒麦

芽（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35 星帅尔 21874978 国际分类32

啤酒；无酒精果汁饮料；水（饮料）；

果汁；酸梅汤；绿豆饮料；饮料制作

配料；奶茶（非奶为主）；汽水；植物

饮料（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36 星帅尔 21875390 国际分类33

果酒（含酒精）；鸡尾酒；葡萄酒；米

酒；酒精饮料（啤酒除外）；含水果

酒精饮料；黄酒；白酒；开胃酒；烧酒

（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37 星帅尔 21875808 国际分类34

烟草；香烟；香烟盒；烟灰缸；烟斗；

火柴；吸烟用打火机；香烟过滤嘴；

烟袋；卷烟纸（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38 星帅尔 21876223 国际分类36

保险承保；基金投资；金融贷款；金

融管理；艺术品估价；不动产代理；

经纪；担保；信托；典当（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39 星帅尔 21876366 国际分类37

建筑；采矿；室内装潢；加热设备安

装和修理；电器的安装和修理；汽车

保养和修理；造船；钟表修理；木工

服务；消毒（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40 星帅尔 21876510 国际分类38

电视播放；信息传送；电话业务；电

话通讯；电子邮箱传输；电信信息；

卫星传送；数字文件传送；无线广

播；语音邮件服务（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41 星帅尔 21876724 国际分类39

运输；物流运输；商品包装；海上运

输；汽车运输；空中运输；司机服务；

货物贮存；快递服务（信件或商

品）；旅行预订（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42 星帅尔 21876848 国际分类40

打磨；焊接服务；染色；纸张处理；烧

制陶器；榨水果；服装制作；印刷；废

物和垃圾的回收利用；空气净化（截

止）

2017.12.28-2027.12.

27

43 星帅尔 21876984 国际分类41

教育；安排和组织会议；安排和组织

培训班；出借书籍的图书馆；书籍出

版；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摄影；娱

乐服务；动物训练；提供体育设施

（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44 星帅尔 21877085 国际分类43

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餐

厅；茶馆；咖啡馆；提供野营场地设

施；旅馆预订；养老院；日间托儿所

（看孩子）；动物寄养；出租椅子、桌

子、桌布和玻璃器皿（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45 星帅尔 21877204 国际分类44

医院；牙科；医疗护理；心理专家服

务；疗养院；理发；宠物清洁；园艺；

医疗诊所服务；植物养护（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46 星帅尔 21877292 国际分类45

安全保卫咨询；安全及防盗警报系

统的监控；工厂安全检查；调解；法

律研究；诉讼服务；服装出租；为法

律咨询目的监控知识产权；家务服

务；为安全目的进行的行李检查

（截止）

2017.12.28-2027.12.

27

以上作品登记证书和商标注册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

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加强对公司自主产品品牌的保护，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防止

有关商标侵权事件的发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2018年 2 月 13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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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8-41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暨召开2018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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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18年2月23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公司2018-33号公告）。

2018年2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2018-36

号、2018-38号、2018-39号公告）。

2018年2月12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禾投资” ）《关于向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

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

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对参股公司

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并审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并书面提交召集人。经董事会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泰禾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9,400,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8.97%。该提案人

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

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故本公司董事会将该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事项无变化，现将召开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补充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2月23日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2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下午3:00

至2018年2月23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2月13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9号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2号楼30层会议室。

二、会议议程

1、审议《关于发行购房尾款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

2、审议《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

3、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4、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5、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6、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7、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8、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9、审议《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以上议案1已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至议案9已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8年2

月8日及2018年2月13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发行购房尾款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 √

2.00 《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 √

3.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

4.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5.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6.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7.00

《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8.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9.00 《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8年2月22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00至4:00；

2、登记地点：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9号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2号楼29层证券事务部；

3、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拟出席会议的外地股东也可将上述材料邮寄或传真至公司证券事务部，并注明参加股东大会。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

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9号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2号楼29层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夏亮、黄汉杰

联系电话/传真：0591-87731557/87731800

邮编：350011

七、授权委托书（附件2）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732” ，投票简称为“泰禾投票” 。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议案1的编码为1.00，议案2的编码为2.00，依此类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2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委托人对下述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

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发行购房尾款资产支持票据

的议案》

√

2.00

《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的议案》

√

3.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

4.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5.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禧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6.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7.00

《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8.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9.00

《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岛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注：请对每一审议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审议事项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以按自己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签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八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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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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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18年2月23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详见公司2018-33号公告）。

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均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同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资” ）《关于向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禧投资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

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并审议。经董事会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泰

禾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9,400,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8.97%。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事项无变化，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2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增加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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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岛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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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沙”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泰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泰禾” ）的

参股公司，注册资本9,000万元，武汉泰禾持股40%，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城开” ）持股60%。武汉金沙为武汉蔡甸区

金沙半岛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主体。

根据武汉泰禾与武汉城开、武汉金沙签署的《关于武汉蔡甸区金沙半岛项目之联合开发协议》约定，项目将由公司负责操盘，用于开发

院子系高档别墅商住产品。

为促进上述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 公司同意武汉泰禾向武汉金沙提供合计10,000万元股东借款， 武汉金沙将按年化利率6%

-12%范围内向武汉泰禾支付该笔借款利息，最终利率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武汉金沙另一股东武汉城开按持股比例向武汉金沙提供

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丝宝工业园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09年9月8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综合开发、商品房销售及租赁；承接装饰装修工程；生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

营）

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947.63 7,668.43

负债总额 47,130.49 705.98

净资产 6,817.14 6,962.45

2017年度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806.91 0

净利润 -806.91 -173.31

武汉金沙另一股东武汉城开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为促进武汉蔡甸区金沙半岛项目合作的顺利进行，公司与合作方武汉城开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为武汉金沙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用于

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武汉金沙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前景良好，且由公司负责操盘，整体风险可控，公司提供的财务资

助可以得到有效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为促进武汉蔡甸区金沙半岛项目合作的顺利进行，公司与合作方武汉城开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为武汉金沙提供

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用于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推进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发经营，更好地保证公司

利益实现，且资助对象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偿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整体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五、上市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为促进武汉蔡甸区金沙半岛项目合作的顺利进行，

公司与合作方武汉城开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为武汉金沙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用于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公司拟财

务资助的项目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且由公司负责操盘，整体风险可控，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可以得到有效保证。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财务资助的情形，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财务

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871,895.88万元。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八、其他事项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8-38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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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1、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嘉兴”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北京昌平拾景园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为了满足营

运资金需求，泰禾嘉兴拟与金融机构合作，公司同意为泰禾嘉兴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追加担保额度

最高不超过180,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80,100万元。

2、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维”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北京西府大院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为了满足营运资金

需求，北京中维拟与金融机构合作，公司同意为北京中维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追加担保额度最高不

超过140,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508,000万元。

3、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侨禧”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北京金府大院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为了满足营运资金需求，

北京侨禧拟与金融机构合作， 公司同意为北京侨禧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570,

000万元，担保期限三年。

4、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是南昌茵梦湖项目的收购主体（详

见公司2018-25号公告）。为满足下一步项目运营的资金需求，福州泰禾拟与金融机构合作，公司同意为其在南昌茵梦湖项目与金融机构合作

中所涉及的全部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500,000万元，担保期限五年。

5、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禾发”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 ）的

参股公司，注册资本150,000万元，福州泰禾持股50%，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股份” ）间接持股50%。苏州禾发是江苏苏

州姑苏区虎丘路西、硕房庄路两侧地块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主体。

为了满足下一步项目运营的投资需求，苏州禾发拟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信托” ）合作，公司同意为苏州禾发与

陆家嘴信托合作中涉及的负债和义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主债权本金最高不超过130,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苏州禾发另一股东华

发股份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拟与华发股份另行签约约定，公司只承担与持股比例50%相当的担保责任；对于超出担保范围50%的部

分，如实际发生，公司可随时向对方追偿。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27,600万元。

6、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冠业”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 ）的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19,714万元，福建中维持股80%，罗源琛凯贸易有限公司持股20%。福州冠业是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桂山村地块的开发

建设主体。

为加快该地块的建设进度，满足下一步运营的资金需求，福州冠业拟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合作。公司同意为福州冠业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合作中所涉及的负债和义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57,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

年。福州冠业的另一股东罗源琛凯贸易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就上述融资事项签订相关正式协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社区服务中心198房间

法定代表人：葛勇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3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经营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8,410.64 467,254.06

负债总额 402,901.11 219,347.01

净资产 235,509.53 247,907.05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262,963.23 151,253.04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898.53 -1,331.12

净利润 -1,528.63 -99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730.06 -94,716.55

2、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丰北路甲79号79-2幢715室

法定代表人：葛勇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3月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室内装饰工程设计；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77,356.37 955,697.86

负债总额 1,582,498.38 959,006.57

净资产 -5,142.01 -3,308.71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745,857.91 197,138.95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7 -

营业利润 -2,512.86 -3,869.26

净利润 -1,833.30 -2,89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632.45 -52,266.99

3、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西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宁可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主开发后商品房；物业管理；景区规划；园林规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经济信息咨询；销售照相器材、通讯器材、工艺品、日用品；承办展览展示；技术开发；公园管理；舞台设计；摄影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电影放映；出版物零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北京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7年10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5,588.10 882,536.53

负债总额 983,159.70 908,535.99

净资产 -27,571.60 -25,999.46

2017年1-10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572.13 -25,999.46

4、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43号奥林匹克教学楼七层

法定代表人：郑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7月12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批发、代购代销；室内外设计、装饰装修；建筑、市政绿化、园林景观的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园林绿

化工程技术、室内设计、劳务信息、企业管理、企业营销、人力资源信息、酒店管理、财务信息的咨询。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61,393.19 2,775,437.98

负债总额 4,740,059.23 2,650,109.85

净资产 121,333.96 125,328.13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3,040,080.67 1,298,179.40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66.11 25,089.40

营业利润 -2,717.96 6,942.28

净利润 -3,994.17 2,42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055.72 283,105.71

5、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西环路3068号(4号楼1017室)

法定代表人：向宇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5月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景观工程，

企业管理咨询。

股权结构：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9,142.65 333,520.07

负债总额 211,991.08 234,476.22

净资产 147,151.57 99,043.85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372.43 507.75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373.66 -1,264.59

净利润 -1,892.27 -956.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12.81 -292,022.02

苏州禾发另一股东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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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9号连江北路与化工路交叉处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四期2号楼24层01单元

法定代表人：黄晓青

注册资本：19,714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9月30日

经营范围：在福州郊区新店镇桂山村规划红线范围内建造、出售、出租商品房。

股权结构：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904.56 28,855.63

负债总额 62,428.64 10,770.29

净资产 17,475.92 18,085.35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39,036.72 9,733.15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812.27 -235.62

净利润 -609.43 -17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56.69 -9,519.18

福州冠业另一股东罗源琛凯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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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1、借款人：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追加不超过18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借款人：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追加不超过14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借款人：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57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借款人：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500,000万元

担保期限：五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借款人：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3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6、借款人：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57,000万元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被担保公司所开发、收购项目前景良好，担保风险

可控，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拟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所开发、并购项目前景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

险可控。

对于公司为苏州禾发提供担保的事项，根据陆家嘴信托的要求，苏州禾发双方股东均对其融资提供全额连带担保责任。公司拟与华发股

份另行签约约定，公司只承担与持股比例50%相当的担保责任；对于超出担保范围50%的部分，如实际发生，公司可随时向对方追偿。因双方持

股比例均为50%，双方同等提供全额担保，且拟通过另行签约约定，对公司超出担保的范围做出追偿约定，董事会认为公司对苏州禾发提供全

额担保风险可控。

对于公司为福州冠业提供担保的事项，福州冠业的另一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董事会认为公司对福州冠业提供全额

担保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进行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有利于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且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所开发、并购项目经营状

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苏州禾发另一股东华发股份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且公司与华发股份拟对双方的实际担保份额做出补充约定；

福州冠业的另一股东罗源琛凯贸易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8,489,83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的390.95%。其中，对参股公司

实际担保234,157万元，对关联方实际担保43,000万元，其余均为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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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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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2018年2月1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泰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泰维” ）、深圳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与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弘贸易” ）、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美达” ）、何云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乐美达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91,086.89万元为依据，中山泰维以人民币90,245万元受让

骏弘贸易持有的乐美达100%股权。

乐美达设立于2002年2月8日，注册资本550万美元，骏弘贸易持股100%。乐美达主要资产为其合法拥有位于中山市横栏镇贴边村的三宗

土块使用权（以下简称“项目地块” ）。项目地块总占地面积108,689.40平方米（地块一、二、三面积分别为32,599.3平方米、32,137.3平方米和

43,952.8平方米），地块二、三已建有建筑物，其中11栋建筑物已取得房产证。项目地块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变更批复书》，规定项目地

块建设容积率为不超过2.5，建筑密度为≤30%，绿地率≥36%，建筑高度不高于60米，商业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超过15%，土地用途为商

业住宅用地，项目地块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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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

1、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Room� 1202,Block� A,Bell� House,� 525� Nathan� Road,Kowloon,Hong� Kong.

成立日期：2003年8月13日

股东情况：李佩玲持股100%。

（二）其他方

1、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横栏镇庆丰路一号H幢

法定代表人：何云峰

注册资本： 3,5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7年10月24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婴童用品（包括婴儿车、婴儿床、背带、背架、背包、桌边椅、高脚椅、幼儿浴室椅、学步车、三轮车、摇椅、摇篮、提篮、

童车、栅栏、门栏）、游戏围栏、儿童玩具（包括娃娃车、娃娃床、玩具车、玩具床、玩具台、玩具椅）、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汽车专用的儿童安全

座椅；3D打印机装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东情况：何云峰持股58%，李佩玲持股42%。

2、何云峰

身份证号码：440620196401******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庆丰路

骏弘贸易、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及何云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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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庆丰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李佩玲

注册资本：55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2年2月8日

经营范围：生产婴童用品（包括婴儿车、婴儿床、背带、背包、背架、桌边椅、高脚椅、幼儿浴室用椅、学步车、三轮车、摇椅、摇篮、提篮、童

车、栅栏（门栏）、游戏围栏）、儿童玩具（包括娃娃车、娃娃床、玩具车、玩具床、玩具台、玩具椅）；洗澡架；塑胶婴儿浴盘；五金塑料制品；汽车

专用的儿童安全座椅（涉及出口许可证配额管理的产品除外，并不得使用第三国产地标签及中性包装）。产品内销百分之二十。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交易前：骏弘贸易持股100%；

交易后：中山泰维持股100%。

2、交易标的最近二年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北京今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767.89 6,489.96

负债总额 120.44 767.23

净资产 5,647.45 5,722.73

应收账款 643.03 2,105.23

其他应收款 958.20 19.65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68.51 41.85

净利润 -75.28 3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5 15.74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1）抵押担保事项

2013年8月1日，乐美达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名下地块一抵押给中国银

行中山分行，为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7月12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88,018,100元以内的债务提供担保。同时，乐美达与中国银行中

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前述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2017年8月2日，目标公司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签订

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一》，约定将抵押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同日，乐美达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

议，约定将保证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11日，乐美达与工商银行小榄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名下地块二、地块三以及上盖物业（共11处房产）抵押给工商银

行小榄支行，为丙方2016年3月29日至2026年3月28日期间1.9亿元以内的债务提供担保。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乐美达100%股权变更至中山泰维名下后，中山泰维有权将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到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工

商银行小榄支行指定的账户，用于解除乐美达为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抵押担保事项外，乐美达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乐美达于2002年2月8日成立并取得广东省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经批准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出资协议

的规定，乐美达初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50万美元，由香港乐美达日用制品公司出资组建。由中山市花城会计师事务所于2002年3月14日出具

了编号为“（2002）中花会所验字第013号”《验资报告》。

乐美达于2003年6月2日召开董事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200万美元，注册资本由150万美元增至350万美元。

乐美达于2003年10月21日召开董事会，同意乐美达日用制品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给骏弘贸易。

乐美达于2008年7月3日召开董事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200万美元，注册资本由350万美元增至550万美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乐美达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

认缴注册资本额

（万美元）

出资比例

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 550.00 100%

合计 550.00 100%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咨报字【2018】第00003号估值报告，本次采

用资产基础法估值，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在估值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时资产总额账面值5,767.89万元，估值价值91,207.33万元，

估值增值85,439.44万元，增值率1,481.29%；负债总额账面值120.44万元，估值120.44万元，无差异；净资产账面值5,647.45万元，估值91,086.89万

元，估值增值85,439.44万元，增值率1,512.89%。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标的的主要房地产项目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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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乐美达所持有的项目地块购入

时间较早，土地取得成本相对较低，市场价值增幅度较大；该项目地块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区域交通通达便利，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因此，本

次交易以乐美达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91,086.89万元为依据，中山泰维以人民币90,245万元受让乐美达100%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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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中山泰维、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骏弘贸易、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乐美达、何云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中山泰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戊方：何云峰

目标公司：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各方同意，在符合本协议约定条件下，乙方收购目标公司100%股权及对应全部权益的对价，即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玖亿零贰佰肆

拾伍万元整（￥90,245万元）。

2、乙方应直接在该款项中扣除1,652万元并支付至目标公司，且应视为：乙方已向甲方支付了该笔款项，甲方已将该笔款项支付给目标公

司用于清偿：（i）甲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6,430,274.08元；（ii）代丙方清偿丙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10,086,309.00元；甲方、丙方因此而产生的债

权债务关系由甲方、丙方自行处理。

3、甲方确认，第4.2.2条所述的35,000万元中的部分款项（约15,475万元），乙方有权以人民币支付到工商银行小榄支行、中国银行中山分

行指定的账户，用于解除目标公司所提供的担保（详见附件所披露的最高额抵押、最高额保证担保），支付的金额以支付时前述银行出具的还

款通知书记载金额为准，甲方和丙方并负责在相应款项支付后20个工作日内取得前述银行就已解除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的证明文件，并促使前述银行注销抵押权登记（乙方予以配合）。

4、以乙方已取得目标公司的100%股权为前提，乙方在政府主管部门向目标公司出具的土地闲置费缴纳通知单规定的缴纳期限内向目标

公司支付4,000万元用于缴纳地块一的土地闲置费，并且：

（1）如目标公司实际缴纳的土地闲置费高于4,000万元，则超出部分（即：土地闲置费实际缴纳金额—4,000万元）由乙方全额从股权转让

价款中扣除；

（2）如目标公司实际缴纳的土地闲置费小于4,000万元，则节省部分（即：4,000万元—土地闲置费实际缴纳金额）由乙方作为股权转让价

款另行支付给甲方。

5、甲方保证，除地块一存在土地闲置问题外，地块二、地块三均不存在土地闲置。如地块二、地块三因交割给乙方之前的原因而被认定为

闲置的，因此所产生的闲置费由甲方承担。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乐美达100%股权是为了获取房地产项目资源，增加公司土地储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该项目地块位于珠江三角洲南

部，区域交通通达便利，未来发展潜力较大。本次项目拓展符合公司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强势区域，深耕一线城市的发展战略，有利

于利用公司资金、品牌的优势，加速项目的拓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山泰维、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骏弘贸易、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乐美达、何云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山泰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

告》（中瑞咨报字【2018】第00003号）；

4、北京今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京创会审字【2018】第2002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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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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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拓宽融资渠道，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集团”或“公司” ）拟开展“五四北泰禾广场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工作（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即通过公司聘请的金融机构设立专项计划，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本次专项计划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在获得其无异议函后实施；

本次专项计划作为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其顺利实施还将受到政策环境和市场利率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专项计划的实施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一、专项计划概述

为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通过金融机构设立“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

资产支持证券，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资产支持证券上市交易。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1、原始权益人

（1）原始权益人一：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原始权益人二：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原始权益人三：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基础资产

原始权益人将底层资产委托给信托受托人设立财产权信托， 并以基于财产权信托形成的信托受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底

层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原始权益人所持有的福州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中维” ，福州中维的主要资产为五四北泰禾广场三

期6#楼的部分物业）100%的股权及泰禾集团对福州中维享有的相关债权（基础资产和底层资产以公司最终确定的产品发行方案为准）。

3、发行规模及产品期限

本期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21.7亿元（含），期限不超过20年。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的具体规模、各类别资产支持证券

占比及期限根据监管机构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4、票面利率

资产支持证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状况确定。

5、发行对象：资产支持证券将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二百人。

6、拟挂牌转让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基础上，依法合规全权办理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工作

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事宜，具体发行规模、增信措施及各类别资产支持证券占比与期限；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

求，签署、修改与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有关的一切必要的文件；决定聘请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办理与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有关的事宜；如

监管部门、交易场所对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

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发行。

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至专项计划结束之日。

四、专项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行本次专项计划项目，可以加快资金周转、拓展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房地产业务更好地开展。本专项计划的实施，能够提高公司

资产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等。

专项计划项目涉及创新型的金融模式，申请、审批及发行均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专项计划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将按照证券

监管机关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影响专项计划的因素

受国内宏观经济、金融、证券市场政策、企业经营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影响，本次专项计划可能存在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偿付风险、资信

风险等。

六、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进行本次专项计划项目，可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专项计划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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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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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7日发出，于2018年2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五四北泰禾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详见公司2018-36号公告）；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优化资产结构，创新融资模式，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对福州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中

维” ）的股权和相关债权设立财产权信托，并以公司享有的信托受益权为基础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

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具体条款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发行规模

本次专项计划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1.7亿元（含）。

（二）产品期限

本次专项计划期限不超过20年。

（三）同意或授权事项

1、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对福州中维的全部股权及相关债权转让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财产权信托，同意公司将享有的全部信托受

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转让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专项计划；

2、同意公司承诺按照《标的物业运营保障协议》的约定就福州中维的部分既有负债履行债务承担义务；

3、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专项计划的设立进度与相关主体签署所需的必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

让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标的物业运营保障协议、流动性支持协议、收购协议、债权债务确认协议、债务承担协议、尽职调查承诺函等，并

同意公司按照前述文件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4、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要求和市场情况自主确定及调整交易主体、交易方案；

5、同意授权并指示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相关的交易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有关的、在中国法律及规定的要求下于中

国各相关机构所需进行的任何审批、登记、备案和/或任何形式的程序；

6、 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或职员在与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相关的交易文件签署日之前采取的与上述决议拟定的行动有关的所有行动在各方

面均被批准、认可、核准和通过，如同该等行动在采取之前已提交董事会讨论并由董事会批准通过；

7、如监管部门、交易场所对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

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发行；

8、授权期限：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至专项计划结束之日。

（四）决议的有效期

本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二、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2018-37号公

告）；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泰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泰维” ）、深圳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与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弘贸易” ）、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美达” ）、何云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乐美达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91,086.89万元为依据，中山泰维以人民币90,245万元受让骏

弘贸易持有的乐美达100%股权。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侨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合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合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资，融资形式为深圳合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合凡资产-泰禾集团壹号私募投资基金” ，

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期限不超过24个月。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上述融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具体条件以金融机构审批为准。

十、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武汉金沙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详见公司2018-39

号公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