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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7-199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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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
经营班子参与竞拍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授权经营
班子在不超过人民币 230,000 万元额度范围内参与竞拍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恒海鑫”）100%股权，并授权经营班子办理相关竞拍及股权转让
等手续。同日，公司全资下属公司苏州锦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润置业”）
参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以人民币 218,254.09 万元竞得东恒
海鑫 100%股权及 71,326.45 万元债权。
东恒海鑫设立于 2003 年 1 月 13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农工商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房集团”）持股 100%。东恒海鑫主要资产为“恒海
国际花园别墅”项目，项目地块位于江苏省苏州昆山淀山湖镇永利路南侧、旭宝
路两侧，总用地面积 658,537.90 平方米。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恒海国际花园
别墅 1 期、2 期、3-2 期已开发且基本销售完毕；待开发土地面积约 374,521.89 平
方米，均为住宅，物业类型有别墅及小高层，预计可售面积约 225,080.00 平方米，
项目地块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798 号 208 室
法定代表人：沈宏泽
注册资本：112,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88 年 5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国内贸易（除国家专项外）、集团内资产清理、土地资
源的开发、置换、租赁、转让、房地产开发及与房地产开发的相关项目，房地产

咨询（不得从事中介），附设分支机构。
股东情况：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08.SH）持股 100%；上海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实际控制人。
农房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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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恒海鑫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淀山湖镇
法定代表人：戴军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1 月 13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室外装饰；线路、
管道、设备的设计、安装、维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
禁止经营的除外）；绿化工程；花卉苗木的种植、销售。
股东情况：
交易前：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交易后：苏州锦润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二年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220.21

71,103.91

98,954.76

负债总额

76,204.84

74,791.91

97,324.94

净资产

-3,984.63

-3,688.00

1,629.83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未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31.03

30,946.52

17,593.24

营业利润

-344.70

-8,860.16

-8,763.08

净利润

-296.62

-5,317.83

-8,091.92

2015、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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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恒海鑫系由苏州宝时得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投资组建，于 2003 年 1 月取得苏
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注册号为 3205831104517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业经苏州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出具苏新华会
验（2003）第 1318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9 年 7 月，农房集团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受让苏州宝时得电工工具有限公司
持有的东恒海鑫 80%，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股权结构变更
后，东恒海鑫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农房集团出资 1,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苏州宝时得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出资 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2011 年 4 月，农房集团受让苏州宝时得电工工具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东恒海鑫
20%，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股权结构变更后，东恒海鑫注册
资本 2,000 万元，其中农房集团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2011 年 8 月，农房集团对东恒海鑫增资 8,000 万元，经苏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证，出具苏岳验字（2011）0845 号验资报告验证，并办理了工商变
更。本次增资后，东恒海鑫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其中农房集团出资 10,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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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联评报字【2017】第 66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
前提，结合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对东恒海鑫在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整体
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被评估企业在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的评估结论如下：总资产账面值 71,103.91 万元，评估值 154,919.56 万元，评估增
值 83,815.65 万元，增值率 117.88%；负债账面值 74,791.91 万元，评估值 74,791.91
万元，无增减变动；净资产账面值-3,688.00 万元，评估值 80,127.65 万元，评估增
值 83,815.65 万元，增值率 2,272.66%。本次转让的东恒海鑫 100%股权及债权已履

行国资备案程序。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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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恒海鑫主要
资产为恒海国际花园别墅项目，项目地块取得时间较早，市场价值增值幅度较大。
公司通过参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以人民币 218,254.09 万元
竞得东恒海鑫 100%股权及 71,326.45 万元债权，交易价格公允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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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锦润置业将根据公开出让公示中的相关要求与转让方签署
《产权交易合同》。
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竞得东恒海鑫100%股权有利于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增加公司
优质土地储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项目地块位于江苏省苏州昆山淀山湖镇，
毗邻上海虹桥枢纽，交通通达便利，项目待开发地块容积率较低，适合开发公司
院子系高端住宅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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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
2015-2016 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22133 号）；
2、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
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661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