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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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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

“豫园股份”）或其指定子公司拟以“股+债”方式收购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禅曦公司”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同时承接禅曦公司

股东借款（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交易”）。当前，佛山市禅城区中心

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城医院”）、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星医疗”）分别持有禅曦公司60%和40%股权。豫园股份或其指定子公

司拟以17,611.28万元收购禅曦公司100%股权，同时承接禅城医院、复星医疗对

禅曦公司的债权37,388.72万元。本次收购，股权转让对价及债权转让对价共计

55,000.00万元。 

 禅曦公司已经通过参与招拍挂取得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路北侧、三友南

路南侧3051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项目地块”），并已取得项

目地块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粤（2019）佛禅不动产权第0031619号】。

项目地块上正在建设的主要建筑物：第1至3座为住宅楼，第4座为政府指定社区

用房，第5座为住院楼，第6座为养护院。 



2 

 

 根据禅城医院与禅曦公司于2020年1月签署的《物业定制协议》（以下简称

“《定制协议》”），以及本次交易各方拟签署的《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豫园股份

或其指定子公司承接住宅、底商及其地下部分的开发、建设和销售，住院楼、养

护院及其地下部分以定制物业的形式由禅曦公司为禅城医院进行定制建设，禅城

医院按实际进度支付当期工程款费用。即：禅城医院有意购买项目地块上的第5

座住院楼、第6座养护院及其地下室（以下合称“定制工程”）并由禅曦公司按

禅城医院定制要求建设该定制工程，禅曦公司也有意按《定制协议》约定对定制

工程进行开发和建设，并且在定制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后将定制工程及时交付

禅城医院使用，且以资产转让的方式将定制工程的产权办理在禅城医院名下。 

 禅城医院、复星医疗的控股股东均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代码：600196，以下简称“复星医药”）。复星医药及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郭广昌先生，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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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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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概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或“豫园股份”）或其指定子公司拟以“股+债”方式收购佛山禅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曦公司”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同时承接禅

曦公司股东借款（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交易”）。当前，佛山市禅城

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城医院”）、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复星医疗”）分别持有禅曦公司60%和40%股权。豫园股份或其指

定子公司拟以17,611.28万元收购禅曦公司100%股权，同时承接禅城医院、复星

医疗对禅曦公司的债权37,388.72万元。本次收购，股权转让对价及债权转让对

价共计55,000.00万元。 

禅曦公司已经通过参与招拍挂取得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路北侧、

三友南路南侧3051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项目地块”），并已

取得项目地块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粤（2019）佛禅不动产权第

0031619号】。项目地块上正在建设的主要建筑物：第1至3座为住宅楼，第4座为

政府指定社区用房，第5座为住院楼，第6座为养护院。 

根据禅城医院与禅曦公司于2020年1月签署的《物业定制协议》（以下简

称“《定制协议》”），以及本次交易各方拟签署的《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豫园股

份或其指定子公司承接住宅、底商及其地下部分的开发、建设和销售，住院楼、

养护院及其地下部分以定制物业的形式由禅曦公司为禅城医院进行定制建设，禅

城医院按实际进度支付当期工程款费用。即：禅城医院有意购买项目地块上的第

5座住院楼、第6座养护院及其地下室（以下合称“定制工程”）并由禅曦公司按

禅城医院定制要求建设该定制工程，禅曦公司也有意按《定制协议》约定对定制

工程进行开发和建设，并且在定制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后将定制工程及时交付

禅城医院使用，且以资产转让的方式将定制工程的产权办理在禅城医院名下。 

禅城医院、复星医疗的控股股东均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600196，以下简称“复星医药”）。复星医药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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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郭广昌先生，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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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股+债”方式收购佛

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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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琨先生、郝毓鸣女士回避表决，

董事会其余七名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倪静女士、王鸿祥先生、谢佑平先生、王哲先生对本次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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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处理本次投资后续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交割及根据审价单位出具的定制工程造价竣

工决算审价报告进行定制工程款费用结算等相关事宜。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禅城医院、复星医疗、复星医药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郭广昌先生，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新民 

成立日期： 2013年07月26日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住所：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三友南路3号 

经营范围： 综合医院（凭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经营）；从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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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投资；从事医疗卫生行

业及其相关行业（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进修及培训；提供医疗管理培

训；提供医院管理咨询（经纪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停车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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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玉卿 

成立日期： 2010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 380435万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南路222号综合楼318室 

经营范围： 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

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从事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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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禅城医院、复星医疗合计持有禅曦公司100%股权，及禅城医院、复星医疗对

禅曦公司的债权。 

（二）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航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08月10日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三友南路3号二座八层之三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经营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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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曦公司2020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92,865.31万元，净资产总额9,8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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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营业收入3.25万元，净利润-76.76万元。 

此次交易前, 禅曦公司的股东情况: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比例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6000 60% 

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4000 40% 

合计 10000 100.00% 

 

2. 禅曦公司下属项目基本情况 

禅曦公司已经通过参与招拍挂取得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路北侧、三

友南路南侧3051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项目地块”），并已取

得项目地块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粤（2019）佛禅不动产权第0031619

号】。土地用途为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混合用地，兼容二类居住用地和商业商务

用地，土地成交价：47814万元（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混合用地为12871万元，二

类居住用地、商业商务用地为34943万元）。 

项目占地面积约30516㎡，容积率4.0，总建面211664㎡，计容建面121978

㎡。项目地块上正在建设的主要建筑物：第1至3座为住宅楼，第4座为政府指定

社区用房，第5座为住院楼，第6座为养护院。其中，第1至3座住宅楼总建面约

75756㎡，计容建面49320.15㎡。 

本次交易后，豫园股份或其指定子公司承接住宅、底商及其地下部分的开

发、建设和销售，住院楼、养护院及其地下部分以定制物业的形式由禅曦公司为

禅城医院进行定制建设，禅城医院按实际进度支付当期工程款费用。上述定制相

关事项已由《物业定制协议》详细约定。 

 

3. 标的公司审计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

计了禅曦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

[2021]第ZC50027号”。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的禅曦公司资产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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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653,058.63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830,122,687.76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98,530,370.87元。 2020年营业收入为 32,547.20元， 2020年净利润为 -

767,610.50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 

 

4. 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正评估”）接受本公司的委

托，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

原则，对公司拟收购的禅曦公司 100%股权及承接债权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大正评估出具了《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及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

公司拟转让其所持的资产组市场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大正评报字（2021）

第 100A号）。大正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专业人员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

经过综合分析，最终具体评估结论如下：（单位：万元） 

产权持有单位 资产科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率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

司 
长期股权投资 

 6,000.00  

   17,678.79   
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

司 
长期股权投资 

 4,000.00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

司 
应收债权 

 30,521.04   30,521.04   

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

司 
应收债权 

 6,867.68   6,867.68   

合计  47,388.72  55,067.51 16.20% 

 

有关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评估情况、涉及定制物业及相关资产评估说明情况

详见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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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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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投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公司顺应国民经济“新常态”、为

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公司践行“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

动，秉承快乐、时尚的理念，持续构建“家庭快乐消费产业+城市产业地标+线上

线下会员平台”的三位一体战略，逐步形成了面向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具有独

特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公司持续打造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围绕产城一体、产城融

合思路，以地产承载城市复合功能、活力社区的理念，围绕金融服务、文化旅

游、物流商贸、健康体验等主题，集聚产业优势资源、引入全球内容，成为公司

构建家庭消费快乐产业集群、线下城市产业地标业务的重要支撑。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新增以健康体验为主题的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项目地

块，扩充优质稀缺土地储备，符合公司持续打造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战略。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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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公司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 《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 1（转让方）：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新民 

通讯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石湾三友南路 3 号 

 

甲方 2（转让方）：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玉卿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南路 222号综合楼 318室  

以上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受让方）：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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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上海市文昌路 19号 

 

目标公司：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航 

通讯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三友南路 3号二座八层之三 

 

鉴于： 

1、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是依中国法律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 合 法 成 立 并 有 效 存 续 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440604MA524GYG0C，法定代表人：胡航。 

2、本合同签订时，目标公司股东为甲方 1 和甲方 2，其中甲方 1 持有目标公司

60％的股权，甲方 2持有目标公司 40％的股权。 

3、甲方 1 与目标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签署了《物业定制协议》（以下简称

“《物业定制协议》”）。 

4、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基于本合同中甲方

对目标公司情况真实、完整的披露而受让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向甲方 1 和甲方 2 分别借款 30,521.04 万元和 6,867.68 万元

（以下称“股东借款”），甲方 1及甲方 2拟将该股东借款所形成的对目标公司债权转

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本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 1 及甲方 2 转让的该等债

权。 

各方根据《民法典》、《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就甲方将目标公司 100%股权及甲方 1 和甲方 2对目标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乙

方之事宜达成一致，特订立本合同以共同遵守执行。 

第二条  标的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 

1、甲方将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包括： 

（1）甲方 1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6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 10,566.77

万元，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甲方 2同意甲方 1向乙方转让该等股权且甲方 2放弃

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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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 2 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4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 7,044.51

万元，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甲方 1同意甲方 2向乙方转让该等股权且甲方 1放弃

优先购买权。 

（3）上述第二条第 1 款第（1）、（2）项约定的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目标

公司 100%的股权，甲方 1、甲方 2不再持有目标公司任何股权。 

第三条  债权转让及债权转让款的支付 

1、各方确认，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甲方 1因股东借款所形成的对目标公司

的债权金额为 30,521.04万元，甲方 2因股东借款所形成的对目标公司的债权金额为

6,867.68万元，甲方 1及甲方 2同意将各自对目标公司的该等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

乙方也同意受让该等全部债权，且目标公司也同意甲方 1及甲方 2将各自的该等债权

转让给乙方。 

第四条  交易流程及其他安排 

6、关于目标公司已签署的《物业定制协议》 

（1）乙方承诺，本合同中的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将促使目标公司继续全面履

行《物业定制协议》，按约定完成定制物业的建设，在定制物业完成竣工验收（或联

合验收）后及时将定制物业交付给甲方 1使用，并在定制物业具备产权证办理条件

时及时将定制物业的产权办理在甲方 1名下。 

在定制物业交付甲方 1使用后及产权过户办理前，目标公司对外仍为定制物业

的名义权利人，若甲方 1因经营或业务行政许可等需要目标公司配合签署相关的定

制物业租赁或使用协议（文件）的，目标公司同意配合办理。 

（3）甲方 1承诺将继续全面履行《物业定制协议》，按照《物业定制协议》约定

及时支付定制款，及时配合乙方办理定制物业的移交、及时全额缴纳所产生税费以

及定制物业的产权证办理,具体以《物业定制协议》约定为准。 

（4）各方确认，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甲方 1 为履行《物业定制协议》已向

目标公司支付定制价款 537,352,522.82 元，其中包括：定制物业对应的土地款、契

税及延付土地款利息 133,853,101.43 元，以及定制物业已发生的建设成本（建安、

装修、公建配套分摊费用及其他成本和费用）403,499,421.3元。 

（5）乙方及目标公司承诺，就《物业定制协议》项下的定制工程，目标公司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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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定制服务提供方，不以任何方式损害甲方对该定制工程及该定制工程所占用土地

的合法权利，包括担不限于处置、出售、转让、捐赠、赠与该定制工程及该定制工

程所占用土地，或将该定制工程及该定制工程所占用土地用于抵押或在其上设置任

何权利负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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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与复星高科技下属企业、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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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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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编号：临 2020－068）。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1 年 4 月 22 日召

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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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 2021－

016）。 

（二）关于公司收购南京复地东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东郡”）32%

股权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南京复地东郡置业有限公司 32%股

权的议案》。公司以人民币 84,204.76 万元收购复地东郡 32%的股权。详见本公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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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4）。 

（三）关于公司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议案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2020年 3月 2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 www.sse.com.cn 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

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 

（四）关于公司投资参股 FFG并持有其 7.8%股权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投资参股 FFG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向 Fosun Fashion Group(Cayman)Limited

增资 4,600 万欧元，增资完成后持有其 7.8%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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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投资参股

FFG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5）。 

（五）关于公司投资收购复星津美（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

津美”）74.93%股权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 年 6 月 19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收购复星津美

（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74.93%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出资 5.5818 亿元人民

币投资收购亚东北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复星津美 74.93%股权。详见本公司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8） 

（六）关于公司继续增资“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 年 6 月 19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增资“复星消费

与科技基金一期”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向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继续增资 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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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增资“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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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20－049）。 

（七）关于公司投资复星心选科技（中山）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复星心选科技（中山）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议案》。公司与海南复星商

社贸易有限公司向复星心选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2.1787 亿元，其中复星

商社增资 1.1111亿元，本公司增资 1.0675亿元。增资完成后，复星商社持有复星心

选 51%的股权，本公司持有复星心选 49%的股权。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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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4. 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5. 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7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佛山禅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 

《物业定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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