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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荷兰赣锋

认购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

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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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和2020年3月24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赣锋国际

全资子公司荷兰赣锋认购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涉及矿业权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GFL� International� Co.,Limitied（以下简称 “赣锋国

际” ）的全资子公司Ganfeng� Lithium� Netherlands� Co.,� B.V.（以下简称“荷兰赣锋” ）以自有

资金16,326,531美元认购Minera� Exar� 14,389,484股新股，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临

2020-010赣锋锂业关于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荷兰赣锋认购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部分股权并

对其进行增资涉及矿业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荷兰赣锋的通知，荷兰赣锋已于近日完成了股权交易的对价的支付和股权

交割工作，以自有资金16,326,531美元认购Minera� Exar� 14,389,484股新股。本次交易完成前，荷

兰赣锋持有Minera� Exar� 5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荷兰赣锋持有Minera� Exar� 51%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会对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实施控股，获得多数管理委员会和董

事会席位，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的资产将合并计入公司财务报告。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0-096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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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李良彬先生将其持

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

除

日期

质权人 资金用途

李良彬 是 305 1.13% 0.24%

高管

锁定

股

否

2020年8

月27日

办理解

除质押

手续之

日

招商

证券

个人资金

需求

2、股东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李良彬 是 1260 4.67% 0.97% 2019年11月27日 2020年8月25日 招商证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李良彬 269,770,452 20.87% 114,200,000 104,650,000 38.79% 8.09% 0 0 0 0

黄闻 11,316,210 0.88% 10,929,900 10,929,900 96.59% 0.85% 0 0 0 0

1、李良彬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黄闻先生累计质押股数为115,579,900股，占其持有股份比

例41.1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94%。

2、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

业绩补偿义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

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后续若出现质押风险，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0-043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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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发集团” ）的通知，获悉其一致行动人吴捷先生近日办理了公司股份

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本次质押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

质押解除

日

质权人 用途

吴捷 是 11,240,000 25.70 1.49 否 否

2020年8

月26日

至申请解

除质押登

记为止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补充流

动资金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所持股

数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日发集团

367,760,

342

48.69

281,600,

000

281,600,

000

76.57 37.28

129,000,

000

45.81 24,759,452 28.74

吴捷 43,740,000 5.79 32,500,000 43,740,000 100.00 5.79 0 0.00 0 0.00

五都投资 6,808,898 0.9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418,309,

240

55.38

314,100,

000

325,340,

000

77.77 43.07

129,000,

000

39.65 24,759,452 26.63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0一092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新教育完成无偿捐赠股份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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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事项概述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众合科技” ）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

公司原第六大股东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教育” ）的《关于捐赠

和出售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决定》。网

新教育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拟通过无偿捐赠的方式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以下简称“浙大基金会” ）捐赠不少于740万股的众合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不少于

公司总股本的1.35%），用于支持浙江大学的教育科研事业和人才培养。具体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股东无

偿捐赠及减持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一047）。

网新教育已于2020年7月27日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正式签署《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协议书》， 本次网新教育共无偿捐赠其持有众合科技

74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约占公司现阶段总股本的1.37%。 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签署《捐

赠协议》暨无偿捐赠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一074）。

网新教育与浙大教育基金会不是一致行动人，本次捐赠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捐赠事项的进展

公司于今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出具的 《证券非交易过户登记申

请确认书》，网新教育向浙大基金会捐赠公司745万股股份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三、本次捐赠过户前后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过户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过户后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网新教育 7,450,000 1.37% -7,450,000 - -

浙大基金会 - - +7,450,000 7,450,000 1.37%

合 计 7,450,000 1.37% - 7,450,000 1.37%

四、备查文件

1、《证券非交易过户登记申请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栖霞建设 600533 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海刚 曹鑫

电话 025-85600533 025-85600533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8号楼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8号楼

电子信箱 invest@chixia.com invest@chixia.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996,609,250.97 20,595,625,256.02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03,947,847.92 3,953,901,834.37 1.2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8,075,784.38 1,017,818,892.79 -198.06

营业收入 1,094,009,828.41 1,278,785,326.23 -1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864,907.39 420,686,675.01 -4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7,512,583.69 247,998,777.98 -3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10.59 减少5.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4 0.4007 -4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4 0.4007 -47.9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1,44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 34.37 360,850,600 0 质押 157,500,000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2.20 128,143,800 0 无

王暨钟 境内自然人 0.43 4,473,100 0 无

吴麒 境内自然人 0.40 4,234,100 0 无

高军 境内自然人 0.39 4,114,656 0 无

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家 0.38 3,996,000 0 无

南京市园林实业总公司 其他 0.36 3,796,000 0 无

王朝晖 境内自然人 0.32 3,405,009 0 无

李新伟 境内自然人 0.29 3,001,000 0 无

叶国梁 境内自然人 0.21 2,23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流通股东中， 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南京

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间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

司债券

（第一期）

18栖建01 143540

2018年 3月 30

日一4月2日

2023年4月2日 13.4 6.36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

司债券

（第一期）

19栖建01 155143

2019年 7月 11

日一7月12日

2024年 7月 12

日

1.6 5.4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80.53 80.4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4 2.4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亿元，同比减少14.32%；实现利润总额2.59亿元，同

比减少49.82%；实现净利润2.17亿元，同比减少48.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9

亿元，同比减少47.97%；实现每股收益0.2084元。

报告期内，为克服疫情影响，公司积极创新营销思路，推出了线上售楼处、网络直播等新

型数字化营销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在售项目的市场热度，推进项目销售。1-6月份，商品房

合同销售面积2.73万平方米，商品房合同销售金额6.57亿元，资金回笼9.71亿元。同时，南京、无

锡、苏州三地持续推进持有型物业的客户维护、招商、运营等工作，通过引入明源云资管系统

提升管理效率。

南京瑜憬尚府项目、星叶枫庭、星叶欢乐城和无锡东方天郡、栖庭二期以及苏州栖园项目

按进度稳步推进，公司在上半年的所有项目主体验收优良率达100%，南京瑜憬湾项目两个单

项工程获得南京市优质工程“金陵杯” 。

公司一直坚持深耕江苏，以南京、无锡、苏州为重点，密切关注土地市场，并以此为契机，

推进项目合作开发模式。2020年5月，公司以17.5亿元竞得南京市 NO.2020G16号地块（以下

简称“鲤鱼山南侧地块” ）；6月，公司与南京思纬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南京星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承担对鲤鱼山南侧地块的项目开发、建设。

报告期内，栖霞物业紧紧围绕“控疫情，谋发展” 开展工作，一方面响应政府号召，切实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开展以团购或代购为形式的“飞毛腿” 服务，方便业主生活；另一方面，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物业公司以服务业主为中心，推出“星” 鲜购和二手房租售服务，积极参

与市场拓展，服务规模有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不断优化债务结构。完成了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和5亿

元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并在报告期内启动了申请发行15亿元、5年期公司债的相关工作。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209.97亿元，较期初增加1.9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40.04亿元，较期初增加1.27%。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80.53%，扣除合同负债后的资

产负债率为61.96%。

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47.86亿元， 货币资金为

23.12亿元，未使用的银行授信为34.54亿元，足以覆盖短期债务。

本报告期，公司商品房结转面积为6.97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毛利率为35.59%，较

上年同期减少13.91个百分点。本期结转收入项目中，无锡东方天郡占比为70.60%。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9月19日分别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

应当结合通知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适用于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同时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

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2019]9号)，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同时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

以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01月

0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01月0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

业，自2021年01月01日起施行。

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公司按照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14号一收入》（财会[2017]22号）、财政

部2019年新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号）的规定，进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变更、债务重组准则变

更和收入准则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

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江劲松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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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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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20日以电子传

递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在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召开，董事会成员7名，实

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0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受让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所持的南京星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

内容详见《栖霞建设关于受让南京星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受让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所持的南京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

内容详见《栖霞建设关于受让南京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苏州栖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受让上海驿岛置业有限公司所持的苏州星州置业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内容详见《栖霞建设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苏州星州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质押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融资的议案

内容详见《栖霞建设关于质押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融资的

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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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南京星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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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南京星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星汇” ）目前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

币，深圳市卓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商管” ）、本公司和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三六五网” ，证券代码：300295）分别持有其49%、48%和3%的股权。南京

星汇承担对南京栖樾府项目的开发建设。

经友好协商，本公司拟受让三六五网所持有的南京星汇3%的股权，依据天源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受让价格为313.26�万元人民币。卓越商管放弃优先受让权。受让

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南京星汇51%的股权，南京星汇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江苏三六五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所持的南京星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 转让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82717144Y

注册资本：192,625,800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光辉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新东路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新城科技园云龙山路99号省建大厦B座

成立日期：2006年1月17日

上市日期：2012年3月15日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站建设

与网页设计服务；软件开发、销售；互联网信息咨询，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房

地产中介服务，人才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投资咨询；设计、制作、发

布路牌、灯箱、印刷品、礼品广告，代理自制广告；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商务

信息咨询；建材销售；展览展示服务；电子产品销售；按摩器材、保健器材、健身器材、玩具的销

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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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五网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三六五网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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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三六五网的资产总额为2,466,243,029.9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246,728,169.30元；2019年1月至12月， 三六五网实现营

业收入472,426,368.1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475,697.07元（上述2019年度相

关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星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滨江大道398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广忠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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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星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被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不存在为南京星汇提供财务资助、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标

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

务资助情形。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南京星汇的资产总额为247,372.84万元，净资产为9,878.08万元（上

述2019年度相关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30日，南京星汇的资产总额为272,388.33万元，净资产为9,547.87万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鉴于南京栖樾府项目尚在开发建设阶段，南京星汇未产生收入。

3、股权受让前后的股权比例

受让前 受让后

股东名称

出资总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总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卓越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4900 49%

南京栖霞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5100 51%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4800 48%

深圳市卓越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4900 49%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

300 3%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4、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南京

星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20〕第373号），

以 2020�年 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10,441.89万元。具体如下：资产账面价值为269,961.09万元，

评估价值为270,717.11万元，评估增值756.02万元，增值率0.28%；负债账面价值为260,275.20万

元，评估价值为260,275.22万元，评估增值0.02万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为9,685.89万

元，评估价值为10,441.89万元，评估增值756.00万元，增值率7.81%。

据此， 经双方友好协商， 本公司拟受让三六五网所持有的南京星汇3%的股权的价格为

313.26�万元人民币。卓越商管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南京栖樾府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国际健康城。 国际健康城地处江北新区的中心区域，东

临江北新区核心区CBD，南临七里河，西接老山风景区，北接居住区，是政府着力打造的宜居

国际化城市中心，该项目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受让事项完成后，南京星汇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这符合公司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发

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南京星汇的运营效率，加快南京栖樾府的项目开发建设和销售进度，尽早

实现资金回笼。

2、担保情况

2020年3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授权范围内为子公司提

供借款担保的议案》，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公司所持有的股权比例范围内，可以签署为南

京星汇提供不超过7亿元人民币的借款担保协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超出授权额度范围外

的担保，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本次授权截止日为2021年6月30日。截止

本公司披露日，本公司为南京星汇提供担保的金额为4.9亿元人民币。

3、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受让事项完成后，南京星汇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依照2020年半年度统计口径，预

计公司资产总额将增加18.49亿元，公司负债总额将增加17.99亿元；鉴于南京栖樾府尚未开盘

销售，对公司利润表影响较小。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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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南京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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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南京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星悦” ）目前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

币，本公司和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三六五网” ，证券代码：300295）分别

持有其60%、40%的股权。南京星悦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承担对南京市 NO.2019G17�号地

块（秦淮区朝天宫地块）的开发建设。

经友好协商，本公司拟受让三六五网所持有的南京星悦40%的股权，依据天源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受让价格为4242.64万元人民币。受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南京

星悦100%的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江苏三六五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所持的南京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 转让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82717144Y

注册资本：192,625,800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光辉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新东路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新城科技园云龙山路99号省建大厦B座

成立日期：2006年1月17日

上市日期：2012年3月15日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站建设

与网页设计服务；软件开发、销售；互联网信息咨询，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房

地产中介服务，人才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投资咨询；设计、制作、发

布路牌、灯箱、印刷品、礼品广告，代理自制广告；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商务

信息咨询；建材销售；展览展示服务；电子产品销售；按摩器材、保健器材、健身器材、玩具的销

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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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五网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三六五网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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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三六五网的资产总额为2,466,243,029.9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246,728,169.30元；2019年1月至12月， 三六五网实现营

业收入472,426,368.1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475,697.07元（上述2019年度相

关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水西门大街2号5层GA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广忠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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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星悦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被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不存在为南京星悦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其他

该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

供财务资助情形。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南京星悦的资产总额为1,073,069,003.86元，净资产为99,649,824.16

元；2019年1月至12月，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为-350,175.84元（上述2019年度相关数据经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南京星悦的资产总额为1,098,573,040.55元，净资产为98,431,761.18

元；2020年1月至6月，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为-1,218,062.98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朝天宫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已全额缴纳，因地铁施工原

因，政府尚未交地。

3、股权受让前后的股权比例

受让前，本公司和三六五网分别持有南京星悦60%、40%的股权；受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

南京星悦100%的股权。

4、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南京

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20〕第374号），

以 2020�年 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10,606.61万元。具体如下：资产账面价值为109,532.83万元，

评估价值为110,270.70万元，评估增值737.87万元，增值率0.67%； 负债账面价值为99,664.09万

元，评估价值为99,664.09万元，无评估增减值；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为9,868.74万元，

评估价值为10,606.61万元，评估增值737.87万元，增值率7.48%。

经友好协商，以上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计价依据，本公司拟受让三六五网所持有的

南京星悦40%的股权，受让价格为4242.64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朝天宫地块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东至地铁5号线朝天宫站上盖物业地块，南至

石鼓路小学附属幼儿园，西至西止马营，北至建邺路，紧邻地铁5号线（在建）朝天宫站，跟离

南京新街口核心商圈1.6公里左右，预计项目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受让事项完成后，南京星悦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符合公司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发

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南京星悦的运营效率，加快朝天宫地块的开发建设，尽早实现销售和资金

回笼。

公司此次受让南京星悦股权事项对合并报表范围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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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受让苏州星州置业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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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苏州星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星州” ）目前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上

海驿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岛置业” ）持有苏州星州51%的股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苏州栖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栖霞” ）持有其49%的股权。苏州星州承担苏州

栖园项目的开发建设。

经友好协商，苏州栖霞拟受让驿岛置业所持有的苏州星州51%的股权，依据天源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受让价格为2659.37万元人民币。受让完成后，苏州栖霞将持有

苏州星州100%的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苏州栖霞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受让上海驿岛置业有限公司所持的苏州星州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 转让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驿岛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607240924F

注册资本：63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芝娟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南安路18弄16、17、18号

成立日期：1994年3月3日

营业期限：1994年3月3日到2032年3月2日

经营范围：自有房屋租赁，餐饮服务（大型饭店；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

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住宿，美容店，健身房，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自有汽车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实业投资，商务咨询，企业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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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虹泉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驿岛置业90%、

10%的股权。驿岛置业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以及其他可

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驿岛置业的资产总额为46248.56万元， 资产净额是34754.72万元；

2019年1月至12月，驿岛置业实现营业收入3378.62万元，净利润为569.20万元（上述2019年度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星州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路388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汤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市政基础设施及公用配套设施工发建设；实业投资；

房产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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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州置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被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不存在为星州置业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其他

该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

供财务资助情形。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苏州星州的资产总额为409,981,391.38元人民币， 资产净额为49,

968,882.48元人民币，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为-31,117.52元人民币（上述2019年度相关数据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止2020年3月31日，苏州星州的资产总额为58,428.22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854.67万

元人民币，未实现营业收入（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鉴于苏州栖园项目尚在开发建设阶段，苏州星州未实现盈利。

3、股权受让前后的股权比例

受让前，驿岛置业和苏州栖霞分别持有苏州星州51%、49%的股权；受让完成后，苏州栖霞

持有星州置业100%的股权。

4、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栖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苏州

星州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 〔2020〕 第372号），以

2020�年 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对

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5,214.46万元。具体如下：资产账面价值为43,507.23万元，评估价

值为43,850.89万元，评估增值343.66万元，增值率0.79%； 负债账面价值为38,636.43万元，评估

价值为38,636.43万元，无评估增减值；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870.80万元，评估价值

为5,214.46万元，评估增值343.66万元，增值率7.06%。

经友好协商，以上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计价依据，苏州栖霞拟受让驿岛置业所持有

的苏州星州51%的股权，受让价格为2659.37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苏州栖园位于苏州古城山塘核心区域，清塘路西，清洁河北，距离古城七里山塘景区不到

1公里，也临近地铁2号线山塘路地铁站，区位优越，目前处于开发建设阶段，预计项目有较好

的市场前景。

受让事项完成后，苏州星州成为苏州栖霞的全资子公司，这符合公司以房地产为主业的

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苏州星州的运营效率，加快开发建设，尽早实现销售和资金回笼。

2、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受让事项完成后，苏州星州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依照2020年半年度统计口径，预

计公司资产总额将增加1.74亿元，公司负债总额将增加1.5亿元；鉴于苏州栖园尚未开盘销售，

对公司利润表影响较小。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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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质押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河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融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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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质

押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融资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融资情况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申请贷款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贷款用途：项目开发建

设，质押物：不超过1亿股河北银行股份。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具体办理本次股权质押融资事项的相关事宜。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融资是用于项目开发建设，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有利

于提升公司资产流动性，是合理的、必要的。本次融资事项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

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持有河北银行的股份数为222,501,103股，目前不存在质押情形。公司本次拟质押的

股份数占持有河北银行股份数的比例不超过44.94%。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