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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54 

债券代码：155045               债券简称：18豫园 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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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或“豫园股份”）拟以人民币3.3亿元收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复星高科技”）持有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

财务公司”）15%股权。复星高科技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 15%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和事前认可书。公司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发表意见，认可本次交易。 

 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豫园旅

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在公司

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还须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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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股份拟以人民币3.3亿元收购复星高科技持有的复星财务公司15%股权。

复星高科技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交易前，本公司持有复星财务公司的5%股权。（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参股上海

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15－021）。此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共计持有复星财务公司20%股权。 

本次交易还须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由于复星高科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徐晓亮先生、龚平先生、王基平先生、

刘斌先生、高敏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六名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海歌女士、蒋义宏先生、王鸿祥先生、谢佑平先生对本次关

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书。公司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发表意见。 

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豫园旅

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在公

司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处理本次投资收购后续相关事宜。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本次交易对手复星高科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3308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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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启宇 

注册资本：48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03月08日 

住所：上海市曹杨路500号206室 

经营范围：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

其提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研

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

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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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高科技2018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1,061,943.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139,817.6万元，营业收入5,863,021.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942,356.2万元。（合并口径）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复星财务公司15%股权 

（二）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7579102152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厚林 

注册资本： 1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07月07日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1158号1602A、B、C室、1603A室 

经营范围：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

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成员单位的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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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

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有价证券投资（固定收益类），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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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财务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459,595.00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01,538.52万元，营业收入33,282.87万元，净利润为21,127.72万元。截至2019

年6月30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978,435.5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97,340.58万

元，2019年1-6月的营业收入为16,824.85万元，净利润为14,790.38万元。 

此次交易前, 复星财务公司的股东情况: 

复星财务公司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复星高科技 99,000 66%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20%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3,500 9% 

豫园股份 7,500 5% 

合计 150,000 100% 

 

复星财务公司近三年对豫园股份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复星财务公司净利润 9799 17033 21128 

豫园股份获得分红 450 750 950 

注：2016-2018年豫园股份持有复星财务公司5%股权 

 

2. 复星财务公司审计情况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

计了复星财务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2019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

表，2018年度、2019年1月至6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

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报告号为“上会师报字(2019)第5064号”。截至2019年6月30日，经审计后

的复星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978,435.59万元，负债总额为781,095.01万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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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益为197,340.58万元。2019年1-6月的营业收入为16,824.85万元，净利润为

14,790.38万元；2018年的营业收入为33,282.87万元，净利润为21,127.72万元。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3. 复星财务公司股权估值情况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本公司拟收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所涉及的复星集团财务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评估。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复星高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9）第

30061号）。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本次评估选取市场法作为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经市场法评估，复星集团财务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

为人民币 223,0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贰亿叁仟万元整。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经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

化原则，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拟定。 

（四）关联交易（投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近年来积极开拓业务，盈利能力良好,分红

维持较高水平。豫园股份对复星财务公司股权投资比例上升后，可更多地分享复

星财务公司持续增长的收益；公司收购复星财务公司部分股权，还有利于优化本

公司和复星财务公司的协同效应，提高本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

资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 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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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1158号1902A、B、C室、1903A室 

法定代表人： 张厚林 

 

鉴于： 

 

1）目标公司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登记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150000万元。截至本协议签署前，甲方持有目标公司66%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

公司5%的股权。 

2）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对应认

缴注册资本22,5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22,5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标的股权。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标的股权转让事宜协

商一致，在上海市黄浦区签订本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1、转让标的、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1 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本协议

的约定受让标的股权。 

1.2 乙方同意将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33,000万元（大写：叁万叁仟万元）

分次支付给甲方。 

1.4 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将累计持有目标公司51%的股权，乙方将累

计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 

3、利润分配 

甲、乙双方同意，在标的股权转让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

意之前，双方按变更前各自的出资份额比例参与公司利润分配；在标的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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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之后，双方按变更后各自的出资份额

比例参与公司利润分配。 

4、股权转让的手续及费用负担 

4.1 标的股权转让的相关变更手续由甲、乙双方共同协调办理。 

4.2 因标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由双方各自承担。 

 

五、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除披露从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外，还应披露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事

项的进展情况。经核查，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公司调整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的部分条款，并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8年9月12日召

开2018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复星

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由于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调整与上海复

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

议》的部分条款，并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修订的主要条款包括：（1）

重新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期限自2018年9月至2021年8月。（2）在《金

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不超

过80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60亿元人民

币。 

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

易公告》（临时公告201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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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组建“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暂定名）”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8年12月28日召

开2018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复星消费

与科技基金一期（暂定名）”的议案》，公司拟联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组建“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暂定名）”。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组建设立“复星

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08）。 

 

（三）收购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珏投资”）100%股权

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8年12月28日召

开2018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星珏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闵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拟以人民币7.939亿元投资收购星珏投资100%股权。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09） 

 

（四）收购复地（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资管”）100%

股权 

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9年1月29日召

开2019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复地（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或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上海复珈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暂定）与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复地投资”）

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3,100万元收购复地投资持有的复地资管100%

股权。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5） 

 

（五）投资收购Tom Tailor股权项目的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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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19年3月15日召

开2019年第二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收购Tom Tailor股权项目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本公司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收购Tom Tailor股权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1） 

截止2019年7月16日，公司关于投资收购Tom Tailor股权交割结束，具体内

容详见2019年7月1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

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收购Tom Tailor股权项目的进展公告》（临

时公告2019-041）。 

 

（六）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下属企业因日常经营需要，与复星高科技下属企业发生日常性的关联

交易，双方根据业务需要订立购销协议和租赁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

据。 

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19年5月28日召

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19－017）。 

 

（七）关于公司与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

情况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豫园

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

地企发”或“受托方”）与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集团”

或“委托方”）签订《委托管理咨询协议》，复地企发作为受托方，为复地集团

管理的子公司及其所拥有的房地产项目提供综合管理咨询服务。本次委托管理服

务费用为人民币8200万元。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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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

托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8） 

 

六、 上网公告附件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 审计与财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4. 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5. 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7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