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18-078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共同合作投资“弘和帝璟”开发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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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

地公司”）参与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房地产”） 位
于广东省兴宁市兴福路西侧、锦绣大道北侧的“弘和帝璟”房地产开发项目（以
下简称“弘和帝璟开发项目”）的合作投资。
●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陆仟捌佰万元整。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为充分发挥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下同；以下简称“公
司”）经营效率，提高公司经营收益，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共同合作投资“弘和帝璟”
开发项目的议案》，同意置地公司参与正和房地产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兴福路西侧、
锦绣大道北侧的弘和帝璟开发项目的合作投资。置地公司本次拟投资金额为不超
过人民币 16,800 万元。
本次共同合作投资额度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该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祺盛实业的基本情况及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其
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或控股）
住所：兴宁市兴福北路永泰华庭 27-28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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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清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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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何启文
660
14.67%
陈清平
3840
85.33%
合计
4500
100.00%
关联关系：正和房地产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44,109,550.76
267,929,220.04
322,340,958.94

2018 年 9 月 30 日

88,142,988.50

99,922,967.74

净资产

56,294,986.92
项目

2015 年度
58,732,655.00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7,558,505.58
2016 年度
120,563,957.00

2017 年度
202,356,450.00

354,551,514.31
2018 年第三季度
100,235,668.00

6,045,988.20

20,584,482.92
10,822,779.24
11,263,518.65
注：正和房地产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均
未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简介
兴宁市房地产市场的消化力度、市民的住房消费、投资需求和能力在稳步提
升。同时，各区位、价位的在建楼盘，基本未出现“冷盘”现象，绝大多数开发
企业对目前商品房预（销）售情况比较满意。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位于兴宁市兴福路西侧、锦绣大道北侧，紧邻神光山风景
名胜区，目前已取得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弘和帝璟开发项目当前进度为：一栋建至第 8 层，二栋 1
2

单元建至第 5 层，二栋 2 单元建至第 2 层、二栋 3 单元建至第 2 层，三栋 1 单元
建至第 8 层、三栋 2 单元建至第 8 层，五栋建至第 7 层，六栋建至第 16 层，七
栋建至第 18 层，八栋建至第 22 层。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占地面积约 17,244.8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82,796.52
平方米，可销售面积约 69,471.22 平方米，其中住宅可销售面积约 65,107.23 平
方米，商铺可销售面积约 4,363.99 平方米。

（二）收支分析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建设周期约为 2 年，建成后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住宅销售
收入、商铺销售收入、车位销售收入等。根据正和房地产提供的《“弘和帝璟”
住宅小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弘和帝璟开发项目建成后项目销售收入约为
62,886.17 万元。
结合建设周期及各项开发建设成本，开发项目涉及的支出包括：开发成本、
开发期间费用、销售税费及附加等合计约为 45,121.17 万元。
据测算，弘和帝璟开发项目预计可实现净利润约 17,765.00 万元。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正和房地产提供的《“弘和帝璟”住宅小区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四、合作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12 月 11 日，置地公司与正和房地产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编 号：MZHZHD—ZHHFDC20181211—01，以下简称“《合作合同》”），《合
作合同》 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担保人）：陈清平
（一）甲方向乙方分期多次出资总额不超过壹亿陆仟捌佰万元整，共同合作
的期限为拾捌个月。拾捌个月期满，乙方同意甲方全额收回上述出资及产生的
相关利润。
（二）乙方自愿承诺自甲方出资次月起按月以甲方实际出资额年分配率为
18%计算的金额向甲方分配利润，每月 3 日（遇节假日时为节假日前一工作日，
下同）支付。甲方提前收回和按约定收回出资额的，次月起，乙方按相应比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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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向甲方分配利润的额度。
（三）担保及相关承诺
1、乙方自愿以本合同所述的“开发项目”为乙方履行本合同提供给甲方抵
押。
2、陈清平先生自愿为乙方履行本合同向甲方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乙方实际控制人陈清平先生以其持有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出资额叁仟捌佰肆拾万元（占比 85.33%）为乙方履行本合同提供给甲方担保（质
押）。
（四）在共同合作投资期间，乙方需于每月最后一天将“开发项目”工程的
进度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报告。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同意由双方对项目
资金、施工情况实施共同监管。在项目所建房产办理预售许可证前五个工作日内
甲乙双方需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销售收入款项实施监管，作为乙方返还甲方出资
款的保证。房产销售期间，乙方需每日将销售房产的相关套数、面积、销售金额、
销售合同等汇总向甲方通报，以便甲方及时了解抵押物变化情况。
（五）甲方未能按期足额出资，每迟延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未付出资额
的每日万分之十补偿；迟延超过 31 日至 90 日的，每迟延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未付出资额的每日万分之三十补偿，直至出资额付清为止。迟延超过 91 日的，
视为甲方根本性违约（如甲方对乙方的开发项目某些事项存有疑虑需要进行核
实，造成未能按期足额出资，且提前 3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了乙方，不适用本条款）。
甲方未能按期足额收回出资的，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未收回出资额的
每日万分之十补偿，迟延超过 31 日至 90 日的，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未收回出资额的每日万分之三十补偿，直至出资额付清为止，期间，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处置开发项目的房产用于归还甲方出资款、补偿款等。迟延超过 91 日的，
视为乙方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强行处置乙方开发项目的房产用于归还甲方出资
款、补偿款等。
（六）甲方向乙方出资后，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次月起乙方逐月
返还甲方的出资款。出资款返还日为每月 3 日前（遇节假日时为节假日前一工作
日），出资款返还额度为上月乙方收到的销售收入优先预留用于支付开发项目下
一月份的工程建设资金及甲方利润后剩余的款项（返还额以 100 万元的整数倍
计，不足 100 万元的不返还，列入下一月份的返还额度），该房产销售收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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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付下一月份工程建设款项的资金由甲方以出资款项补足。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期满当月，乙方需全额返还甲方出资款，如开发项目的销售收入不足以按期归还
甲方的出资款，则乙方或乙方股东指定的公司必须另行筹集资金归还。
(六) 本合同各方应履行各自应履行的义务，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任何一方出现根本性违约，守约方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七）本合同经甲方、乙方、丙方各自权力机构批准、签字盖章并办理公证
或律师见证后生效。
五、本次投资的影响
置地公司本次参与共同合作投资弘和帝璟开发项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
及置地公司的战略布局，为公司及置地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本次投资预计合作期限为 18 个月，合作期限届满时，预计可实现收
益不超过人民币 4,536.00 万元。
置地公司参与上述共同合作投资将对公司及置地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鉴于标的项目（弘和帝璟开发项目）未来可能会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竞争、
内部经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
在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及置地公司将与合作对方
积极沟通，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七、报备文件
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与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共同
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ZHHFDC20181211—01）。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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