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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85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房地产资产及股权转让交易标的及转让价款 

等事项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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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与云南省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省城投”）于 2018 年签署关于房地产资

产及股权转让的相关协议（以下简称为“原协议”），约定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与

房地产业务相关的 1 项资产及相关 6 项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云南省城投及/或其

指定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原交易”），但因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部分资产及

股权尚未取得相关房产证照或未完成过户，因此双方拟调整原交易的交易标的及

转让价款等事项。 

2、（1）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其中云南省城投为交易对手方之一，公司向其发行股份

41,126,418 股，发行价格为 24.68 元/股；（2）2020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

中闻金泰半导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中闻金泰”）将向云南省城投支

付的资金占用费利率由 10%调整为 12%。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云南省城投发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公司未与其他关联方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供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原交易中（原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028 号公告）因历史遗留

问题等原因部分资产及股权尚未取得相关房产证照或未完成过户，因此公司与云

南省城投拟调整原交易的交易标的及转让价款等事项，本次拟调整的交易标的为

原交易中的磁湖项目相关资产、原交易中拟转让的标的股权中的黄石中茵托尼诺

兰博基尼酒店有限公司（现名“黄石云源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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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0%股权以及黄石中茵昌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中茵公司”）

49%股权。 

（二）截至目前，云南省城投持有公司 7.08%的股权，为公司关联方，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房地产资产及股权转让交易标的及转让价款等事项的议案》，独

立董事对本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六号高新招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敏 

成立日期：2005 年 04 月 28 日 

注册资本：414,221.44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726970638 

经营范围：城市道路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给排水及管

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市燃气及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市服务性项目（学校、

医院等）的投资及建设；全省中小城市建设；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城市

交通（轻轨、地铁等）投资建设；城市开发建设和基础设施其他项目的投资建设；

保险、银行业的投资；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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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城投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2019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593,484   28,384,470.3 

资产净额 5,843,491   5,714,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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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095,412   3,803,841.2 

净利润 -162,431   32,175.0 

关联关系：截至目前，云南省城投持有公司 7.08%的股权，因此，云南省城

投为公司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对原交易的交易标的进行调整，其中磁湖项目相关资产及黄石中

茵公司不再继续转让，已完成过户的酒店管理公司 100%股权将退还给公司。磁

湖项目相关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房屋、固定资产、标的资产涉及项

目开发资料等，酒店管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黄石云源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广会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汪济武 

成立日期：2013 年 06 月 04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070757404X 

经营范围：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含凉菜；含生食海产品；含裱花蛋糕）；

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计生用品、体育

用品、针纺织品、钟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服装服

饰、鞋帽、玩具、饰品、文化用品、工艺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游泳；会务

服务；儿童娱乐设施服务；租车、婚庆服务、打字、复印、商务信息咨询（不含

证券和期货及国家限制类）、停车服务、洗车服务；棋牌服务；房屋租赁；洗衣

服务；旅游服务；健身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 

酒店管理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42.45 3,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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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7,838.91 -7,433.93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152.90 6,189.96 

净利润 -504.98 -381.92 

截至目前，云南省城投控股子公司上海云源实业有限公司持有酒店管理

公司 100%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调整房地产资产及股权转让交易标的及转让价款等事项是为了妥善解

决原交易中遗留的问题，转让价款的调整以原协议为依据，利率根据市场实际融

资情况确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原交易中因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部分资产及股权尚未取得相关房产证照或

未完成过户，因此双方拟调整原交易的交易标的及转让价款等事项，具体调整方

案如下： 

（一）交易标的调整 

原交易中的磁湖项目相关资产因历史遗留问题未取得产权证，因此磁湖项目

资产不再继续转让。 

同时原交易中拟转让的标的股权中与磁湖项目相关酒店的经营管理公司酒

店管理公司 100%股权已完成交割，现将股权退还给上市公司；黄石中茵公司 49%

股权尚未交割，这部分股权不再继续转让，原交易中基于相关标的股权转让而转

让的债权也将退还给上市公司。 

（二）转让价款调整 

1、上市公司将云南省城投已支付的上述退还的资产及股权转让款、债权转

让款返还给云南省城投并按年利率 7%支付相应利息。其中磁湖资产转让款及酒

店管理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债权款本金合计 289,027,866.09元，以及按年利率 7%，

自 2018 年 5 月 9 日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利息 46,758,285.89 元，前述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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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5,786,151.98（以下简称“返还款一”）；黄石中茵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债权

款本金合计 420,009,994.03 元，以及按年利率 7%，自 2018 年 5 月 9 日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利息 67,948,283.48 元，前述本息合计 487,958,277.51 元（以下简

称“返还款二”）。 

因云南省城投受让淮安中茵的债权在股权交割日前未收取利息，因此上市公

司将自债权转让款支付日至该股权交割日期间的利息支付给云南省城投，债权本

金为 48,050,000.00 元，按年利率 7%自支付日 2018 年 5 月 9 日至股权接收日 2019

年 8 月 1 日期间计算的利息为 4,195,031.94 元（以下简称“返还款三”）。 

前述上市公司应付云南省城投款项（返还款一、二、三）共计 827,939,461.43

元。 

2、原交易约定的剩余转让价款为 454,126,210.95 元，根据原协议约定的特

别事项以及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范围调整后实际应付剩余转让款为

452,590,371.54 元，由云南省城投支付给上市公司。 

在双方将上述相关应收应付款项冲抵后，最终由上市公司向云南省城投支付

375,349,089.89 元。 

截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按年利率 7%计算，上市公司需归还原交易已交割

的子公司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的往来款利息合计 31,411,415.80 元。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基于上述调整方案且在不

劣于原协议的条件基础上与云南省城投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妥善解决原交易中遗留的问题，转让价款的调整以原协

议为依据，利率根据市场实际融资情况确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中，已完成过户的酒店管理公司 100%股权将退还给上市公司，酒

店管理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截至目前，酒店管理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 

 

七、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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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调整房地产资产及股权转让交易标的及转让价款等事项是为了妥善解

决原交易中遗留的问题，转让价款的调整以原协议为依据，利率根据市场实际融

资情况确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合理。 

本议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对本议案无异议，同意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三）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调整房地产资产及股权转让交易标的及转让价款等事项是为了妥善解

决原交易中遗留的问题，转让价款的调整以原协议为依据，利率根据市场实际融

资情况确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其中云南省城投为交易对手方之一，公司向其发行股份

41,126,418 股，发行价格为 24.68 元/股； 

（二）2020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中闻金泰将向云南省城投支付的

资金占用费利率由 10%调整为 12%。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云南省城投发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九、风险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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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