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19-062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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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19年7月24日，公司子公司就杭州聚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10个项

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相关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交易对价合计约为

415,392.92万元1，约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3.62%，全部以现金

支付。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9年7月24日，公司子公司就杭州聚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5个项目公司

与交易对方签订了相关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交易对价合计约为176,515.77万元

（其中股权转让款约为10,000万元，债权转让款约为166,515.77万元），全部以

现金支付。 

截至2019年7月24日，公司已累计就10个项目公司签署了相关股权及债权转

让协议，交易对价合计约为415,392.92万元，约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13.62%。前述交易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授权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现就前述交易的相关情况予以披露。 

 

                                                        
1交易对价包括股权转让款及债权转让款，下文亦同。除非另有说明，债权转让款含本金及资金占用费。

资金占用费将根据相关协议约定按实际占用天数据实计算，目前尚不能确定。 



 

 

二、本次交易具体情况 

（一）杭州聚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聚厉”）24%股权转

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城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鼎

宏”）与杭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骏”）、浙江宝龙星汇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宝龙”)、金华昌仁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华昌仁”）签署《退出投资备忘录》。新城鼎宏分别以0元（实

缴注册资本为0）向杭州中骏、浙江宝龙及金华昌仁转让其持有的杭州聚厉9%、

9%及6%股权，同时杭州中骏、浙江宝龙及金华昌仁分别按受让股权比例承接

新城鼎宏对杭州聚厉的股东借款19,216.8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 

公司名称：杭州中骏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新路中豪湘座1号楼5楼526室 

法定代表人：连志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经营），建设工程设计，物

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除专控）、机械设备、汽车配件、花卉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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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上海中骏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0.09 -0.09 0 -0.50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20,523.91 10,001.16 0 -56.24 



 

 

杭州中骏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2）交易对方二 

公司名：浙江宝龙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2699号新塘街道办事处105

室 

法定代表人：许健康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服务：企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

咨询（除商品中介），市场调查，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建筑工程的

承接、设计、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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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上海鹏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5%，共青城星聚宝龙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 

浙江宝龙目前暂未运营项目，其控股股东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01238.HK）截至2018年末经审计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13,205,454.00  3,280,494.00  1,961,924.50  283,700.70  

浙江宝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对方三 

公司名称：金华昌仁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北工业园区玉泉东路669号XN213室 

法定代表人：贲宇 

注册资本：10万元 

主营业务：商务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金融等业务咨询，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企业管理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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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金华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金华昌仁目前暂未运营项目，其控股股东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0884.HK）截至2018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24,106,122.40  4,944,617.10  4,242,984.80  540,899.10  

金华昌仁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聚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杭州新城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24%，杭州中骏置业有

限公司持股24%，浙江宝龙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4%，金华昌仁商务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持股28%。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3月4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大银泰城5幢1104室 

杭州聚厉通过全资子公司义乌聚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义乌江东街道

青口片区项目，该项目地块东至310省道（春风大道）、南至环城南路、西至青

口路、北至清溪西路，占地面积72267.73平方米，容积率2.75。项目处于前期开

发准备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57,049.71 1.71 0 1.71 

 

（二）许昌金宏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金宏”）51%股权转让

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新城创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创

恒”）与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百俊”）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拟转让其持有的许昌金宏51%股权，其中股权转让款0元

（实缴注册资本为0）。双方同时签署了《股东借款返还协议》，股权收购完成

后，金科百俊将提供股东借款给新城创恒，用于归还原股东借款17,214.40万元

及资金占用利息。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实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88号楷林IFC2号楼4

层410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服务；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股东情况：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324,127.84 1,240.13 1,276.27 1,579.27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441,976.57 277.86 0 -1,189.11 

金科百俊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许昌金宏房地产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新城创恒持股51%，金科百俊持股49%。 

注册资本：67,083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5月10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莲城大道时代温泉公寓706室 



 

 

许昌金宏是为开发许昌市CD2018-66#宗地（东城区B1-3-2#）项目而设立的

项目公司，该项目地块位于魏武大道西、陈庄街北，占地90063平方米，容积率

2.7。该项目现处于前期开发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33,606.07 -35.48 0 -35.48 

 

（三）常熟新城悦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新城”）85%

股权转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创佳”）与

仁恒置地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恒置地”）签署《合作协

议》，拟以1元（实缴注册资本为0）转让其持有的常熟新城85%股权，同时仁

恒置地按85%比例承接新城创佳对常熟新城的股东借款，即127,650.45万元。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仁恒置地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茂兴路88号1楼 

法定代表人：钟声坚 

注册资本： 200.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受投资方及其所投资的中国公司委托，向其提供投资管理和咨

询服务，提供资金管理和财务管理服务，提供市场营销服务，提供员工培训与

管理服务，提供技术支持与研究开发服务，提供信息服务。 

股东情况：仁恒置地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285,368.23 31,211.62 3,668.51 32,214.36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496,317.26 32,817.68 1,621.08 1,684.21 

仁恒置地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熟新城悦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8日 

注册地址：常熟市琴川街道宝山路8号虞悦豪庭15幢117 

常熟新城是为开发常熟市区2019A-005文化片区宝山路东侧而设立的项目公

司，该项目地块位于常熟市区文化片区，东至空地，南至青墩塘河，西至宝山

路，北至冬青路，占地44,671平方米，容积率不高于2.0，不低于1.8。该项目处

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150,097.73 -58.39 0 -58.39 

 

（四）上饶市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悦盛”）100%股

权转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亿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亿拓”）

与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金科”）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拟转让其持有上饶悦盛100%股权，股权转让款0元（实缴注册资本0元）。

双方同时签署《资金投入归还协议》，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无锡金科将提供

借款给上饶悦盛，用于归还原股东借款68,795.5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广泽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陈锐 



 

 

注册资本：人民币56,425.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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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796,451.99 135,445.87 2,500.45 70,692.28 

2019年1-3月

/2019年3月末 
837,530.42 135,597.87 406.38 152.00 

无锡金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饶市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南昌亿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3月1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凤凰西大道76号1幢1501号 

上饶悦盛是为开发上饶DEB2019024地块、DEB2019025号地块而设立的项

目公司，该项目地块北至天骄华府、西至规划道路、南至翡翠城、东至武夷山

大道，占地112100平方米，容积率3。项目处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68,856.34 -97.31 0 -97.31 

 

（五）宿州新城金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州新城”）100%

股权转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新城创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新城”）

与江阴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金科”）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拟转让其持有的宿州新城100%股权，其中股权转让款0元（实缴注册资

本为0）。双方同时签署了《资金投入归还协议》，股权收购完成后，江阴金科

将提供股东借款给宿州新城，用于归还原股东借款21,619.9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

息。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阴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江阴市临港街道崇文路 

法定代表人：陈锐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计算机辅助设备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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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99%；重庆市佳乐九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1,437.56 -4,812.64 0 2.08 

2019年1-3月

/2019年3月末 
1,438.20 -4,815.08 0 -2.43 

江阴金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宿州新城金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徐州新城创域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3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三八街道银河三路龙登和城A区北门一号

楼一楼 



 

 

宿州新城是为开发宿州市2018-31号地块而设立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地块东

至通济五路、西至通济六路、南至银河一路（规划）、北至银河二路，占地

111826.66平方米，容积率2.0-2.2。该项目现处于前期开发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44,346.12 -55.68 0 -55.68 

 

（六）平湖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悦泽”）100%股权

转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城万嘉与南京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百俊”）、无锡金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转让其持有的平湖悦泽100%

股权，其中股权转让款0元（实缴注册资本为0）。三方同时签署了《资金投入

归还协议》，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无锡金科将提供借款给平湖悦泽，用于归

还原股东借款21,229.41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 

公司名称：南京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红梅北路011号16幢103 

法定代表人：吴亚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投资；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室内

外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防水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苗木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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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江苏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100%。 

南京百俊设立于2019年4月，其控股股东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656.SZ）截至2018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23,069,866.54 3,766,660.29 4,123,367.64 402,050.40 

南京百俊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2）交易对方二无锡金科基本信息请见上文“二、（四）、2”的相关披

露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湖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7月5日（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朝阳路155号三楼308、309室 

平湖悦泽是为开发平湖2019平-17号地块而设立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地块位

于平湖市新仓镇芦川新街北侧、恒业路西侧，占地20930平方米，容积率2.2。

该项目处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 

 

（七）青岛悦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悦茂”）100%股权

转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新城创置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创置”）

与南京百俊、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百俊”）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拟转让其持有的青岛悦茂100%股权，其中股权转让款5,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三方同时签署了《资金投入归还协议》，

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山东百俊将提供借款给青岛悦茂，用于归还原股东借款

17,569.3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南京百俊基本信息请见上文“二、（六）、2、（1）”的



 

 

相关披露。 

（2）交易对方二 

公司名称：山东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西城大厦第8层801-802、806-809室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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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353,502.81 15,415.86 3,950.11 15,554.58 

2019年1-3月

/2019年3月末 
361,773.73 15,148.98 0 -266.88 

山东百俊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悦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青岛新城创置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5月20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公园路89号5栋207室 

青岛悦茂是为开发青岛HD2019-3041号地块而设立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地

块位于镇子山路北、青岛圣元乳业西、华润仪表厂南、浩伟机电东，占地27026

平方米，容积率1.8。该项目处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22,606.85 4,987.29 0 -12.71 



 

 

 

（八）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亿鼎”）100%股权

转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市丽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洲置业”）与南

京百俊、山东百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转让其持有的日照亿鼎100%股权，

其中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三方同时签署了《资

金投入归还协议》，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山东百俊将提供借款给日照亿鼎，

用于归还原股东借款15,627.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南京百俊、山东百俊基本信息请分别参见上文“二、（六）、2、

（1）”及“二、（七）、2、（2）”的相关披露。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青岛市丽洲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8年5月15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高新区山东路与临沂路交汇处安居大厦3楼301室 

日照亿鼎持有日照2018A-129号地块，该项目地块位于日照市高新区潍坊路

以南、艳阳路以西、新阳路以东，占地48,647.66平方米，容积率2.5。该项目处

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1.90 0.10 0 0.10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14,536.10 4,984.77 0 -15.14 

注：丽洲置业于2019年7月2日投入项目公司6,200万元股东借款。 

 

（九）太原新城悦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新城”）100%

股权转让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城控股集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控股集

团”）与郑州瑞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瑞湖”）签署《股权

转让框架协议》。新城控股集团以1元（实缴注册资本为0）向郑州瑞湖转让其

持有的太原新城100%股权，同时由郑州瑞湖承接原股东借款90,470.00万元。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瑞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站南街康宁街交叉口万众大

厦25楼 

法定代表人：孙海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物业服务 

股东情况：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1001.74 1001.74 0 -9.73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1047.72 1047.72 0 -7.57 

郑州瑞湖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新城悦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新城控股集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6月14日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中海寰宇6号楼2902 

太原新城是为开发太原市HGZ1934地块、HGZ1935地块而设立的项目公司，

HGZ-1934地块占地30516.75平方米，容积率4.2，位于万柏林区大井峪村，西至



 

 

大井峪地块、东至规划路、北至规划路、南至大井峪街；HGZ-1935地块占地

76672.56平方米，容积率4.2，位于万柏林区大井峪村西至规划路、东至大井峪

路、北至规划路、南至大井峪街。项目处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1-6月

/2019年6月末 
90,569.76 0.68 0 0.68 

 

（十）平湖创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创域”）100%股权转让

事宜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万嘉”）

与上海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骏润”）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新城万嘉以0元（实缴注册资本为0）向上海骏润转让其持有的平湖创域

100%股权，同时上海骏润承接新城万嘉对平湖创域的股东借款6,000.00万元。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277号5楼N2室 

法定代表人：林峻岭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赁经营，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上海骏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上海骏润设立于 2019 年 7 月，其控股股东中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1966.HK）截至2018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

年末 
10,149,077.50  2,213,940.70  1,787,630.60  338,528.40  

上海骏润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湖创域房地产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6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曹桥北路188号二号楼5020室 

平湖创域通过其子公司嘉兴悦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嘉善归谷2017-31、

32号地块。该项目地块位于嘉善主城区-罗星街道西侧归谷科技园内，占地面积

为48625.10平方米，容积率为2.5。项目处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2018年末 1.13 -0.37 0 -0.37 

2019年1-6月/2019年6月末 6,001.23 1,999.73 0 -0.27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截至2019年7月24日，公司共计出售持有的10个项目公司股权及相关债权，

交易对价合计约为415,392.92万元，参考公司对项目公司的累计投入确定。公司

相关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请见附件《交易协议主要内容汇总表》。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为公司根据战略需要，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本次交易对价参考公司对项目公司的累计投入确定，符合行业合作的正常

商业条款，公平合理。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产生较大影响。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件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汇总表 

 

序

号 
标的公司 转让方 受让方 标的 

股权

转让

金额2 

债权转让

金额3 
协议主要条款 

担保 

安排4 

1 
杭州聚厉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新城鼎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杭州中骏置业

有限公司、浙

江宝龙星汇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金华昌仁

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24%的

股权及转让方对

标的公司持有的

债权 

0 
19,216.80

万元 

受让方应向标的公司提供额外股东借款共计19,216.8万元，标的

公司在收到受让方提供的额外股东借款当日向转让方偿还借款及

利息。 

无 

2 
许昌金宏房地

产有限公司 

郑州新城创恒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郑州金科百俊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标的公司51%的

股权及转让方对

标的公司持有的

债权 

0 
17,214.40

万元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郑州新城创恒解除对项目印鉴证照

和财务联签共管。 

（2）在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各方向项目公司所在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转让相关申请手续，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

取得项目公司新营业执照。 

2、《股东借款返还协议》主要条款 

在满足以下条件 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标的公司支付

17,214.40万元（包括转让方借款及利息），标的公司收到当然

向转让方归还借款及利息：1）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受让人出

具《完成交割通知书》。 

无 

3 

常熟新城悦欣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苏州新城创佳置

业有限公司 

仁恒置地投资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85%的

股权 
1元 

127,650.4

5万元 

1、在满足以下条件的2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批款项（股权转让款

及10亿元债权转让款）（除股权转让金额外其余金额通过标的公

司支付）： 

1）交易文件已完成内部程序并签署完成； 

2）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3）标的公司组建新董事会并完成工商备案登记 

新城控

股集团

实业发

展有限

公司为

转让方

                                                        
2 如公司子公司已实缴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则股权转让金额为实缴注册资本金额；如公司子公司尚未实缴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则股权转让金额为 0 元或 1 元。 
3 除非另有说明，债权转让金额为：1）转让方持有标的公司的债权本金；或 2）转让方持有标的公司的债权本金＋资金占用费。 
4 部分协议约定了担保安排，是根据行业惯例提供的阶段性履约担保，上述担保在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待交割完成后上述担保会相应解除。 



 

 

序

号 
标的公司 转让方 受让方 标的 

股权

转让

金额2 

债权转让

金额3 
协议主要条款 

担保 

安排4 

4）完成相关材料交接。 

2、在满足以下条件的2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笔款项（剩余债权

转让款）： 

1）首笔款项支付的条件全部达成； 

2）转让方与标的公司已按受让方指示完成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

关系终止； 

3）受让方在协议签署后10日内完成了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未

发现具有超过5000万元的未披露的或有债务； 

4）根据受让方判断，协议签署后至第二笔款项支付前，标的公

司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及标的

公司提

供保证

担保；

南京仁

远投资

有限公

司为受

让方提

供保证

担保 

4 

上饶悦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南昌亿拓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持有

的债权 

0 
68,795.50

万元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在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各方向项目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递交股权转让相关申请手续，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项目公司的新的营业执照。  

2、《资金投入归还协议》主要条款 

（1）A地块：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2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

标的公司支付A地块债权转让金额，标的公司收到该笔款项当天

向转让方归还：1）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受让方出具书面《完

成交割通知书》。 

（2）B地块： 

1）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标的公司支

付B地块债权转让金额，标的公司收到该笔款项当天向共管账户

支付：1）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受让方出具书面《完成交割通

知书》；3）新城控股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 

2）在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各方同意解除共

管，支付至转让方：1）标的公司获得B地块不动产权证；2）新

城控股提供担保函。各方同意，在向转让方支付款项时，预留人

民币200万元暂不支付，具体支付情况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予以

确定。 

新城控

股集团

实业发

展有限

公司或

新城控

股提供

保证担

保 



 

 

序

号 
标的公司 转让方 受让方 标的 

股权

转让

金额2 

债权转让

金额3 
协议主要条款 

担保 

安排4 

5 

宿州新城金悦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徐州新城创域房

地产有限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持有

的债权 

0 
21,619.98

万元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在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各方向项目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递交股权转让相关申请手续，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项目公司的新的营业执照。 

2、《资金投入归还协议》主要条款 

（1）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标的公司

支付标的公司应归还转让方款项，标的公司在当天立即向共管账

户支付该笔款项：1）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受让方《完成交割

通知书》；3）新城控股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江阴金科认

可的担保函，担保范围为转让方在本次交易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

务，担保期限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至标的公司取得目标地块

《不动产权证书》之日或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

之日止。 

（2）在满足以下条件中任何一条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各方同意

解除共管，并应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1）标的公司获得目标

地块不动产权证书；2）转让方提供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担保函，担保范围为转让方在本次交易协议项下的责任和

义务，担保期限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至标的公司取得目标地块

《不动产权证书》之日止。 

（3）各方同意，为了推动总包单位协调事宜，在共管账户向转

让方支付款项时，预留人民币1,000万元暂不支付，具体支付情

况在本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予以确定。 

2）在满足以下条件中任何一条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各方同意解

除共管，并应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a）标的公司获得目标地块不动产权证书； 

b）转让方提供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函，担保

范围为转让方在本次交易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担保期限为自

签订协议之日起，至标的公司取得目标地块《不动产权证书》之

日止。 

3）各方同意，为了推动总包单位协调事宜，在共管账户向转让

方支付款项时，预留人民币1,000万元暂不支付，具体支付情况在

新城控

股集团

实业发

展有限

公司或

新城控

股提供

保证担

保 



 

 

序

号 
标的公司 转让方 受让方 标的 

股权

转让

金额2 

债权转让

金额3 
协议主要条款 

担保 

安排4 

本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予以确定。 

6 

平湖悦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上海新城万嘉房

地产有限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持有

的债权 

0 

4,082万元

＋预计
17,147.41

万元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本协议生效后，上海新城万嘉和无锡金科对项目公司公章

进行共管，项目公司公章在无锡金科按照本协议及各方另行签订

的《资金投入归还协议》支付上海新城万嘉全部款项的当日同时

解除共管，移交无锡金科管理。 

（2）在本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由上海新城万嘉支付目标

项目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需要的各项费用并办理完成目标项

目《不动产权证书》，上海新城万嘉办理完成《不动产权证书》

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资金投入归还协议》主要条款 

（1）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标的公司

支付本协议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款项金额，标的

公司收到该笔款项当天向转让方归还：1）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2）受让方向转让方书面出具《完成交割通知书》。 

无 

7 

青岛悦茂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青岛新城创置房

地产有限公司 

山东百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持有

的债权 

5,000

万元 

17,569.38

万元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在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各方向项目公司所在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股权转让相关申请手续，以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项目公司的新的营业执照。 

（2）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

付上述股权转让款：1）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受让方向转让方

书面出具《完成交割通知书》。 

2、《资金投入归还协议》主要条款 

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2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标的公司支付

债权转让金额，标的公司收到该笔款项当天向转让方归还：1）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受让方向转让方书面出具《完成交割通知

书》 

无 



 

 

序

号 
标的公司 转让方 受让方 标的 

股权

转让

金额2 

债权转让

金额3 
协议主要条款 

担保 

安排4 

8 

日照亿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青岛市丽洲置业

有限公司 

山东百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持有

的债权 

5,000

万元 

15,627.00

万元 

1、《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在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各方向项目公司所在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股权转让相关申请手续，以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项目公司的新的营业执照。 

（2）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共管账户

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应向共管账户支付股东借款，标的公司在收到该笔款项当天

立即向共管账户支付该笔款项：1）工商变更登记完成；2）受让

方向转让方书面出具《完成交割通知书》。 

3）新城控股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南京百俊认可的担保

函。 

2、《资金投入归还协议》主要条款 

在满足以下条件中任何一条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各方同意共管

账户中的股权转让款解除共管，并支付至转让方：1）标的公司

获得目标地块不动产权证书；2）转让方提供新城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函。 

新城控

股集团

实业发

展有限

公司或

新城控

股提供

保证担

保 

9 

太原新城悦拓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5 

新城控股集团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煜璞贸

易有限公司 

郑州瑞湖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持有

的债权 

1元 
90,470万

元 

1）如在交易价款支付时，转让方通过标的公司缴付除协议约定

已缴付金额外其它款项，受让方在支付交易价款的当日将转让方

追加投入支付标的公司，标的公司当日支付给转让方； 

2）在受让方同意尽调结果且未行使单方解除权之日起3日内受让

方向共管账户支付与应付转让方债务相同的金额（90,470万元）

并签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所需全部资料； 

3）在满足2）及完成相关资料交割当日，释放共管资金并通过标

的公司偿还债务，同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就前述

目标公

司向转

让方提

供的4

亿元借

款另行

签署担

保合同 

10 
平湖创域房地

产有限公司 

上海新城万嘉房

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骏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持有

的债权 

0 
6,000.00

万元 

取得工商送件凭证当日支付4,000万元；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当

日支付2,000万元。 
无 

                                                        
5 此项交易内容中包括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协商，相关协商情况将影响本次交易的对价。 



 

 

注：标的转让总金额与上表各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可能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而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