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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陈辉先生、谢发利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本公司股份3,165,59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74%）的股东陈辉先生计划自本次减

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791,3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9%）。

2、持本公司股份2,765,22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65%）的股东谢发利先生计划自本次

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691,30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6%）。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陈辉

先生、副董事长谢发利先生（以下并称“本次计划减持股东” ）减持公司股份的书面计划，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计划减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持有股份的总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陈辉 3,165,597 0.74%

谢发利 2,765,226 0.65%

二、本次减持计划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股东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数量及股份来源：

股东姓名

本次计划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份来源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陈辉 791,399 0.19%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公司历年送转股获得的股份

谢发利 691,306 0.16%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公司历年送转股获得的股份、

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取得的股份

注：上述数量为本次计划减持数量的上限，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等股份变动事项，则上述数量按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3、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4、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5、拟减持价格：视减持实施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二）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

其任职期间（任董事、监事或高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于2015年7月8日披露增持公告时承诺：在该次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

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本次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本次计划减持股东关于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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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8年5月25日上午9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62号建设科技大厦9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5月22

日以OA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重新签署<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四清等关于深圳市有

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7年8月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建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建研” ）与天泽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信息” ）签署了《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四

清等关于深圳市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拟以294,

092,206.56�元的交易价格，将其所持有的深圳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6498%的股权全部转

让给天泽信息，天泽信息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福建建研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现因前次协议部分条款发生调整，故福建建研拟与天泽信息重新签署《天泽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肖四清等关于深圳市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前次协议终止履行。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的进展暨重新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公告》。

针对《关于重新签署<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四清等关于深圳市有棵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出具《厦门市建

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98� �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8-047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

进展暨重新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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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建研集团” ）全资子公

司福建建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建研” ）于2017年8月4日与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信息” ）签署了《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四清等关于深圳市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天泽信息拟向深圳市有棵

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有棵树” ）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深圳有棵树23121.8万股，占总股本的99.9991%。福建建研拟以294,092,206.56� 元（指人民

币，下同）的交易价格，将福建建研所持有的深圳有棵树8.6498%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天泽信息，

天泽信息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福建建研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现因前次协议部分条款发生调整， 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签署<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四清等关于深圳市有棵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前次协议终止履行。本次

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创业板）；

3、股票简称：天泽信息；

4、股票代码：300209；

5、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80号；

6、法定代表人：陈进；

7、注册资本：29212.2316万元；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2058020XK；

9、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及技术服务，卫星监控系统研制、开发，电子产

品、通信设备、机械设备、保安器材及监控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现

代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科研项目开发，技术成果转让，经

济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

10、截至2018年3月31日天泽信息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无锡中住集团有限公司 62,084,881 21.25%

陈进 35,861,566 12.28%

孙伯荣 32,697,720 11.19%

刘智辉 30,219,256 10.3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757,687 3.00%

上海途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321,686 2.51%

李前进 6,128,502 2.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5,713,107 1.96%

南京安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094,195 1.4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29,000 1.14%

11、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年

资产总额 2,713,682,268.60

负债总额 617,949,311.23

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2,085,387,774.11

项 目 2017年12日31日

营业收入 995,162,78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351,706.63

注：上述财务指标已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天泽信息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福建建研持有的深圳市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6498%股权。上述股

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形。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深圳市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华南大道一号华南国际皮革皮具原辅料物流区二期

6层6A-001-6A-020；

4、法定代表人：肖四清；

5、注册资本：23,122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387412XD；

7、经营范围：经营电子商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购销；信息咨询；投资

咨询；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商务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8、深圳有棵树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肖四清 69,334,000 29.99%

2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8.65%

3 福建建研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8.65%

4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730,000 7.67%

5 日照小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76,000 5.79%

6 深圳市华益成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00,000 5.23%

7 中山以勒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4.32%

8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200,000 3.98%

9 上海举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36,600 3.00%

10 上海海竑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000,000 2.64%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

总资产 1,739,423,199.10

总负债 563,073,130.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6,398,594.45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主营业务收入 2,347,943,724.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228,378.02

注：上述财务指标已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式

天泽信息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福建建研持有的8.6498%深圳有棵树股权。

（二）交易价格

根据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8）第010442号），深圳有棵

树100%股份于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价值为340,300万元。参考该评估价值，经交

易各方协商一致，约定本次交易根据支付方式的不同实行差别化定价，则福建建研所持有深

圳有棵树股份的对应交易价格为294,092,206.56元。

（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本次天泽信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天泽信息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22.0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天泽信息股票的交易均价（计算方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天泽

信息股票交易总额/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天泽信息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即

17.01元/股。2018年5月17日，天泽信息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以天泽信息现有总股292,122,3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因此，天泽信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调整为21.98元/股。

2、根据上述价格进行计算，天泽信息将向福建建研发行股份13,379,991股支付本次交易

对价。

3、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天泽信息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如发行价格调整，在本

次交易总价不变的情况下，发行数量也作相应调整。

4、天泽信息于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并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后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协议

约定向福建建研发行股份，天泽信息本次向福建建研发行之A股股票将于发行完成后申请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限售期

天泽信息本次向福建建研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得转

让。限售期满后，福建建研可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规定转让所持有

的天泽信息股票。

（五）交易期间损益归属和承担

1、以本次交易完成为前提，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期间，深圳有棵树合并报

表范围内实现的收益，由天泽信息按其持有的深圳有棵树股权比例享有；在此期间产生的亏

损，在亏损金额经天泽信息聘请且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

定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由交易股东按其本次交易完成前所持深圳有棵树的股份数量占乙

方合计转让深圳有棵树的股份数量的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深圳有棵树支付。

2、各方同意以资产交割日前一月月末为交割审计日，于交割日后的三十（30）个工作日

内由天泽信息聘请且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于相关

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3、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深圳有棵树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天泽信息按其持有的深圳有棵

树股权比例享有、承担。

（六）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以本次交易完成为前提，深圳有棵树合并报表范围内截

至2017年12月31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以后的深圳有棵树股东享有。本协议签

署后至本次交易完成期间，深圳有棵树交易股东不对有深圳棵树及其附属公司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进行任何形式的分配。

2、本次交易中天泽信息股份发行日前的天泽信息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

共享。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于下列条件全部

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方案经天泽信息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经深圳有棵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方案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

本次天泽信息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公司所持有的深圳有棵树股权，有利于提高了公司

所持股权的流动性，为将来的退出提供有利渠道，并且为公司的投资收益带来增值空间，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将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影响，若本次股权转让能顺利完成，将增加

公司当年的综合收益，可为公司的经营成果带来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四清等关于深圳市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瑞银兴颐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兴颐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兴颐多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49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莎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伍智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莎莎

任职日期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从业年限 10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中诚信证券评估公司分析师、阳光保险资产管理中心信用研究员、泰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用研究员。2013年7月加入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2014年10月17日起担任国投瑞银岁增利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2月3日起兼任国投瑞银双债丰利两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3月29日起兼任国投瑞银岁赢利一

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5月17日起兼任国投瑞

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曾于2014年9月2日至2017年6月9

日期间担任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于2016年4月

22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担任国投瑞银和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781

国投瑞银岁增利一年

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4-10-17 -

161230

国投瑞银双债丰利两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6-2-3 -

002355

国投瑞银岁赢利一年

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6-3-29 -

000069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5-17 -

161216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9-2 2017-6-9

002677

国投瑞银和安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6-4-22 2017-6-9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上述调整自2018年5月26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39� � �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18-066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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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及材料

于2018年5月23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公

司董事长许雷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6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6名。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

地产项目的议案》。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18-067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的公告》。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对《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

合性地产项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39� � �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编号：临2018-067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综合性地产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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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购深圳天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天利集团” ）持有的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利投资” ）、海南天联华房地产投

资有限公司（下称“天联华公司” ）、海南天利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天利度假” ）各70%

的股权、海南天利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天利酒店” ）75%的股权，四家标的公司负责开发运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四家标的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拟收购

天利集团持有的四家标的公司共计1,875,957,627.39元的债权；拟收购天利（海南）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下称“天利旅游” ）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及天利酒店共计15,825,000.00元的

债权。

若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第三方” 指本次并购的资金

方或相关金融机构） 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

则第三方将按与公司同等对价原则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酒店各

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5%股权对价合计6,105,274.16元，5%对应债权122,042,372.61元）、收购

天利旅游持有的对天利投资、天利度假的部分债权300,000.00元（下合称“其他标的股权及债

权” ）， 若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

亿元的债权，则公司将按约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对四家标的公司运作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进行

后续投资及运营管理。

2、 本次交易中相关股权及债权的评估结果尚需报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

备案，最终的评估结果以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的结果为准。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四家标的公司负责开发运营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

流组团北部，项目用地东侧为香格里拉酒店，南侧邻滨海路，西侧为金色阳光海景度假公寓酒

店，北侧直面琼州海峡；项目总用地291.3亩，总建筑面积44.93万㎡，项目包括酒店、住宅、写字

楼、商业、别墅；项目总投（不含税）约为40亿元，已投资金额约为25亿元，尚需投资金额约为

15亿元。

目前，四家标的公司及4个对应项目股权结构图如下：

公司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 天联华公司、 天利度假各70%的股权、 天利酒店

75%的股权，四家标的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四家标

的公司共计1,875,957,627.39元的债权；拟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及天利酒

店共计15,825,000.00元的债权。

若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

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 则第三方将按与公司同等对价原则收购天利集团持

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酒店各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5%股权对价合计6,105,274.16

元，5%对应债权122,042,372.61元）、 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对天利投资、 天利度假的部分债权

300,000.00元（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若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

有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则公司将按约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对四家标的公司运作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进行

后续投资及运营管理。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北京亚超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四家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 评估， 分别出具了众环审字 [2018]170019号、

[2018]170020号、[2018]170021号、[2018]170022号《审计报告》 及北京亚超评报字 （2018）第

A101号、（2018）第A102号、（2018）第A103号、（2018）第A104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

确定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均为2018年2月28日。

截至基准日， 天利投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91,453,104.28元， 净资产值为-105,695,

686.53元；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149,463.92万元，净资产值为29,740.85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增

加额为40,310.42万元，增值率381.38%，增值原因为存货评估增值。

截至基准日，天联华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30,588,612.55元，净资产值为9,710,608.95

元；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27,682.20万元,净资产值为4,438.57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增加额为3,

467.51万元，增值率357.09%，增值原因为存货评估增值。

截至基准日， 天利度假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51,753,434.93元， 净资产值为-277,160,

551.76元；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100,309.33万元，净资产值为-16,365.57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

增加额为11,350.49万元，增值率40.95%，增值原因为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截至基准日， 天利酒店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31,300,196.57元， 净资产值为-8,416,811.2

元；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19,988.72万元，净资产值为-3,982.98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减少额为

3141.30万元，减值率373.22%，减值原因为无形资产评估减值。

以上评估结果尚需报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最终的评估结果以云南

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的结果为准。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应参会董

事6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6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天利集团持有

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度假各70%的股权、天利酒店75%的股权，四家标的公司股权支

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 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四家标的公司共计1,875,957,627.39元的债

权；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及天利酒店共计15,825,000.00元的债权；若公司

于2018年6月15日前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

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 则第三方将按与公司同等对价原则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

资、天联华公司、天利酒店各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5%股权对价合计6,105,274.16元，5%对应

债权122,042,372.61元）、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对天利投资、天利度假的部分债权300,000.00元

（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若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

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则公司将按约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对四家标的公司运作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进行后续投资及运营管

理。（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18-066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议案后，公司将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天利集团

名称:�深圳天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8月29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区

法定代表人:蔡得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经营停车场（分公司经营）；自有物业出租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天利集团的资产总额为4,657,509,065.22元，净资产值为

421,698,680.08元，营业收入为52,475,139.48元，净利润为6,415,866.14元。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自然人陈晓成持股50%；自然人邵森持股50%。

2、天利旅游

名称:�天利（海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月28日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振兴路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 3000万元港币

经营范围:�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与管理、文化体育设施项目的投资与管理、会展项目的经

营与管理、酒店的管理、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经营。

截至2018年2月28日（未经审计），天利旅游的资产总额为871,275,998.43元，净资产值为

-3,052,996.26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18,755.73元。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置业国际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交易标的及收购项目基本情况

1、天利投资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2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58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休闲、健身、娱乐项目的开发建设及咨询服务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海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股25%。

天利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091,453,104.28 1,079,554,668.15

净资产 -105,695,686.53 -102,918,298.13

营业收入 4,645,756.36 227,466,819.91

净利润 -2,777,388.4 -53,556,863.19

天利投资开发的龙腾湾项目基本情况：龙腾湾项目分为一期和二期，其中：一期为商铺、

商场、酒店式公寓及产权式酒店，已经完成竣工验收及备案，竣工备案面积116339.52平方米，

可预售面积为76676.36平方米，已售面积70997.51平方米；二期正在建设过程中。

2、天联华公司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联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9月22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58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旅游持股25%。

天联华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30,588,612.55 230,649,725.19

净资产 9,710,608.95 9,821,704.07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11,095.12 -178,295.93

天联华公司拟开发的总部经济项目基本情况：总部经济项目占地面积约59.93亩，天联华

公司已取得该地块土地使用证，尚未开工建设。

3、天利度假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利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3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华路2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酒店开发及会展中心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进出

口贸易。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旅游持股25%。

天利度假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851,753,434.93 1,124,447,573.66

净资产 -277,160,551.76 -272,751,003.78

营业收入 15,648,621.39 73,346,684.29

净利润 -4,409,547.98 -47,914,816.38

天利度假是海口万豪酒店项目的业主方，海口万豪酒店具体运营管理由中国万豪酒店有

限公司负责， 运营管理期限为20年。 海口万豪酒店项目占地面积约80.8亩， 总建筑面积

78207.52平方米，于2014年10月正式开业。

4、天利酒店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利酒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3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振兴路8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会展中心基础设施配套及酒店开发建设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旅游持股25%。

天利酒店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31,300,196.57 231,312,852.91

净资产 -8,416,811.2 -7,938,542.2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78,269.00 -2,853,856.42

天利酒店运作的千禧酒店填海项目基本情况：千禧酒店填海项目位于滨海大道292号，为

人工填建而成的面积11.7263公顷的人工岛，并修建了栈桥连接人工岛和陆地。截至交易基准

日， 人工岛已经建成， 天利酒店已经取得千禧酒店填海项目175亩的 《海域权使用证书》和

1.1393公顷透水构筑物的《海域权使用证书》，项目性质为经营性，旅游娱乐用海，旅游基础设

施用海。 天利酒店于2009年11月5日签订约50亩土地的《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建成的人工岛尚未进行填海工程竣工验收，尚未取得约50亩人工岛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书，未取得项目的规划、计容建筑面积等相关工程建设指标。

四、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天利集团和天利旅游拟签署《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关于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70%、海南天联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70%、海南天利度假酒店有限公司70%、海南天利酒

店有限公司75%之股权暨债权转让协议》（下称“本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同意一次性完整收购天利集团所持4家标的公司的标的股权、标的债权。标的股

权、标的债权是作为统一的交易标的不可分割，如任一标的股权及/或标的债权因任何原因不

能成交的，则视为本次交易整体未成交。

天利旅游无条件放弃其享有的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公司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和天利度假各70%的股权、天利酒店

75%的股权，4家标的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 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4家标的

公司共计1,875,957,627.39元的债权；拟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及天利酒店

15,825,000.00元的债权。

如因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导致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的合作对

价总额低于上述金额的， 自该等评估结果通过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备案之日起，双

方立即中止履行本协议并另行协商解决办法。

3、合作对价款的支付

第一笔合作对价款：公司将评估结果向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备案，取得《资产评

估备案表》后3日内书面通知天利集团配合各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登记为各

标的公司股东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天利集团支付所有标的公司的合作对价款 1,772,038,

319.08元， 其中支付标的股权的合作对价92,973,838.26元， 支付的债权合作对价款1,679,064,

480.82元。

各方同意尽管有上述约定，公司有权于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

的第三方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的不超过18.5亿元的标的债权， 第三方已支付的收购

款与第一笔合作对价款的差额部分，则由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支付天利集团。

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收购完毕的，则由公司继续按本协议

约定向天利集团全额支付第一笔合作对价款。 若第三方支付的收购款超过第一笔合作对价

款，则在总价款不变的前提下，对应减少公司应支付的第二笔合作对价款。

第二笔合作对价款：2018年11月30日前， 公司向天利集团一次性付清标的股权及标的债

权中享有债权对应的合作对价款 196,893,146.57元的剩余部分。

第三笔合作对价款：支付第二笔合作对价款的同时，公司向天利旅游支付公司收购的天

利旅游部分债权的合作对价款共计15,825,000.00元。

4、若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一次性收购完毕

天利集团享有的不超过18.5亿元的标的债权， 则天利集团同意按同等对价原则将其持有的天

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酒店各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5%股权对价合计6,105,274.16元，5%

对应债权122,042,372.61元）、 海南天利公司同意将其对天利投资、 天利度假的部分债权300,

000.00元按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转让于公司指定的第三方； 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未能在2018

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收购完毕的，则公司按协议约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

5、天利集团保证并承诺由其协调天利酒店，在2018年9月30日前办理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50亩填海造地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千禧酒店填海项目

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69990平方米，如最终计容建筑面积不足69990平方米，差额部分由天利

集团按照5800元/平方米的标准向公司予以补足。 如天利集团不能协调天利酒店在约定时间

内办理取得填海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天利集团应当以现金方式回购公司所持天利

酒店的全部股权及债权，回购价格为公司已向天利集团支付的及已向天利酒店投入的全部款

项（利息按年利率9.9%的标准计算，自公司实际支付该等款项之日起至公司实际收回该等款

项之日止）。

6、截至交易基准日，标的公司向股东借款合计2,686,453,376.49元，公司、天利集团及天利

旅游一致同意标的公司仅就其中的 2,685,500,000.00元承担还款义务, 其中天利集团提供1,

998,000,000.00元，天利旅游提供687,500,000.00元（就标的公司不予承担的股东借款，由天利

集团及天利旅游自行承担）。公司、天利集团及天利旅游一致同意：天利集团向标的公司提供

的股东借款不计息；公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向天利集团支付第一笔合作对价款的当日为债

权计息基准日，债权计息基准日前，天利旅游对标的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不计收任何资金利

息，自债权计息基准日起，天利旅游对标的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按照年化利率不高于11%计收

资金成本；公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自支付第一笔合作对价款的当日起向标的公司就公司或

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实际收购的债权金额按照年化利率不高于11%计收资金成本。

7、天利集团保证并承诺在公司付清全部合作对价款之前，负责收回标的公司对外债权，

如该等债权最终无法收回的，则确认相应的坏账损失，公司有权直接从第二笔合作对价款中

扣除对应金额。

8、天利旅游同意以对天利投资享有的3亿元债权金额（下称“应收账款” ）为限，为天利

集团、天利旅游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合同义务向公司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9、标的公司需要股东提供担保的，应当由标的公司的股东根据持股比例承担保证责任或

各自提供相关金融机构认可之担保，如需一方股东代为提供担保的，未提供担保的股东应当

就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向提供担保的股东提供其认可的反担保。

10、如资金缺口无法通过融资解决时，应由标的公司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对等提供股东

借款，股东借款按照年化利率11%或股东协商一致的标准计息或不计息。就标的公司的资金投

入，如任意一方股东在按标的公司决策机构确定后标的公司发出的书面要求时限内未能按期

足额提供的，为不影响各方对政府及其他第三方的共同义务或承诺，保证项目开发经营顺利

进行，守约股东可向违约股东发出书面文件，催促违约方在60日内（下称“宽限期” ）实际履

行股东借款的投入义务。如违约股东在宽限期内仍不履行其股东借款的投入义务的，违约股

东应向守约股东赔偿其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如守约股东选择行使垫资权，则守约股东有权

对其实际垫付的资金按年利率11%向标的公司计收利息，并向违约股东按年利率5%的标准计

收代垫费用， 同时违约股东应在前述代垫情形发生后3个工作日内将所持对应标的公司全部

股权质押予守约股东，以确保标的公司能足额偿还守约方款项。

11、标的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公司委派2名、天利旅游委派1名；监事1名，由天利旅

游在标的公司员工中委派推荐1名担任；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公司委派，标的公司财务运作应

符合公司统一规定。

12、本协议各方均应该诚实信用地履行本协议，任何一方不按时、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

由于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在守约方解

除本合同的情况下， 违约方除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外， 还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000,000

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继续追偿。

13、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应尽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应提交深圳国

际仲裁院仲裁。该会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14、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的项目位于海南省，符合公司区域战略定位，可优化公司项目布局；本次收购完

成后，通过项目后续开发及运营，可为公司业绩做出持续贡献，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谋求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鉴于目前海南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实施，后续可能会对项目开发带来

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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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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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及材料

于2018年5月23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公

司监事会主席莫晓丹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

产项目的议案》。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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