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修订说明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披露了《中华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等相关文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 2017 年第 72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事项获有条件通过。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5 号）。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与反馈意见，并结合本次交易实际进展情况，对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已修订内容说明如下（如无特别说明，

以下简称均与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

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关系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调整情况。 

2、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二、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和作价情况”中补充披

露了立信评估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7]第 10059

号评估报告的情况。 

3、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七、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六）对上市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对比财务数据。 

4、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十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

序”中对已经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进行了更新。 



5、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十二、本次交易相关方做出的重要承诺或说明”中补

充披露了地产集团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及关于春日置业相关事项的承

诺函。 

6、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

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及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

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7、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十四、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

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对比财务数据。 

8、因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删除了报告书“重大风

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二）本次交易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9、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三）部分房产未能取得

权属凭证的风险”中更新披露了尚未取得权属凭证的房产的相关数据。 

10、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五）标的资产业绩波

动风险”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数据。 

11、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七）标的资产资产负

债率较高的风险”中更新披露了标的资产合并资产负债率。 

12、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二、业务与经营风险/（一）标的公司主要经营风险

/9、抵押资产处置风险”中更新披露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抵押资产相关数据。 

13、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二、业务与经营风险”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中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关系。 

14、在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二、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方案”中补充披

露了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关系。 

15、在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及交易价格”

中对补充评估情况进行了说明。 

16、在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九、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

及审批程序”中对已经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进行了更新。 



17、在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十、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中补充

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数据。 

18、在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四、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和主要财务指标”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相关财务数据。 

19、在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五、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二）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图”中更新披露了控股股东地产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 

20、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一、交易对

方基本情况/（六）地产集团控制的核心下属企业情况”中更新披露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地产集团核心下属二级企业的情况。 

21、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一、交易对

方基本情况/（八）地产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中更新披露了地产集团对上市公

司的持股比例。 

22、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一、交易对

方基本情况/（九）地产集团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中更新披露

了地产集团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23、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二、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一）华润置地控股”中更新披露了华润置地控股更名情况

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主要下属二级企业基本情况，并全文更新了华润置地控股的

简称。 

24、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二、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二）平安不动产”中更新披露了平安不动产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产权控制关系、历史沿革情况，以及主要下属二级企业基本情况。 

25、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三、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 

26、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四、主要下属企业”中根据 2017 年度

上半年财务数据情况删去了星舜置业的情况。 



27、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一）土地

使用权”中补充披露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28、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二）房屋

所有权”中补充披露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房屋所有权情况，补充披露了尚未取得

权属凭证的原因以及目前办理进展，以及房产瑕疵情形对本次交易估值以及中星集团生

产经营的影响。 

29、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三）房屋、

土地租赁情况”中更新披露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中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承租房

屋的主要情况。 

30、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七）主要

经营物业”中更新披露了中星集团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主要投资性物业主要情况。 

31、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中补充披

露了督促地产集团履行承诺的保障措施。 

32、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六、主要业务资质”中补充披露了 8

项未载明资质有效期限的业务资质证书无明确的有效期限制的情况。 

33、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七、对外担保情况/（一）中星集团为

春日置业提供的担保”中更新披露了中星集团为春日置业担保的借款余额；补充披露了

春日置业的履约能力及担保解除安排，上市公司就中星集团相关担保履行审议程序的目

的和必要性，相关决议的效力以及担保事项对上市公司的资产权属及对未来生产经营的

影响。 

34、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七、对外担保情况/（二）中星集团及

下属项目公司为房屋承购人提供的担保”中补充披露了中星集团及下属项目公司为房屋

承购人提供阶段性担保的情况。 

35、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八、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中更

新披露了中星集团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主要负债情况，补充披露了中星集团与世盈

投资交易文件中约定的违约责任。 

36、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九、最近 12 个月内所进行的重大资产



收购或出售事项/（一）集团内业务整合”中补充披露了剥离资产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的进展、预计办毕时间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37、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重大诉讼、仲裁情况”中删除了

已了结的中星集团诉黄言程、陈寿同、郑思样、胡思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诉讼情况，

补充披露了督促地产集团履行瑕疵事项承诺的保障措施。 

38、在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业务与技术”中补充披露了中星集团 2017 年

上半年业务和房地产项目的相关情况和数据，同时更新披露了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政策法

规。 

39、在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项目开发情况/（三）

拟建项目”中补充披露了拟建项目未取得相关许可、证书的原因、法律风险及其应对措

施。 

40、在报告书“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一、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五）发行股份

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对比财务数据。 

41、在报告书“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二、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项/（二）募集

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中更

新披露了中星集团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相关财务数据。 

42、在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中补充披露了立信评估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进行的补充评估的情况，并且在进行标的资产整体估值作价

合理性分析时更新了可比 A 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43、在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二、标的资产补充评估情况”中补充

披露了标的资产最新一期业绩实现情况。 

44、在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三、标的资产估值公允性及合理性的

说明/（二）标的资产主要项目增值情况及增值合理性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增

值额较高且增值幅度较大的资产情况以及增值情况分析。 

45、在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三、标的资产估值公允性及合理性的

说明/（三）标的资产整体估值作价合理性分析”中结合同行业可比交易情况补充分析

了本次交易估值作价的合理性。 



46、在报告书“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中对本次交易目的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国家、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了说明。 

47、在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财务

数据及相关分析。 

48、在报告书“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的财务数

据。 

49、在报告书“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一、同业竞争”中补充披露了地

产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作出的补充承诺。 

50、在报告书“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中更新披露了上

市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 

51、在报告书“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二）本次交易前

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中补充披露了中星集团对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账不构成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52、在报告书“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三）标的资产

权属风险”中更新披露了尚未取得权属凭证的房产的相关数据。 

53、在报告书“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二、业务与经营风险”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

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关系。 

54、在报告书“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负债结构

合理性说明”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的对比财务数据。 

55、在报告书“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五、上市公司在最近 12 个月内重大资产

交易情况”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的资产交易进展情况。 

56、在报告书“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十、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

填补措施”中补充披露了 2017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对比财务数据。 

57、在报告书“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声明”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证券服务机构，相关机构及其经办人员未能勤勉尽责时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承诺。 

58、2017 年 11 月 27 日，中华企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后，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67,582.20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现

金对价以及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在报告书中对涉及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内容进行了

相应调整。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