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ST 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21-07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相关意向性协议
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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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广东明珠集团城镇
运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镇运营开发公司”或“标的公司一”）92%的股
权，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持有城镇运营开发
公司 6.3333%的股权，城投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公司持有的城镇运营开发公司
92%的股权。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与城投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一”）。
●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众益福公司”）为广东
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顶矿业公司” 或“标的公司二”）的控股
股东，持有大顶矿业公司 80.1%股份，公司持有大顶矿业公司 19.9%股份。深圳众
益福公司的控股股东张坚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存在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张坚力拟将深圳众益福公司持有标的公
司二的 80.1%股份转让给公司及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抵偿张坚力及其关联方的资
金占用，其中公司受让大顶矿业公司 80%股份成为控股股东、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
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受让大顶矿业公司 0.1%股份。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
与深圳众益福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系为各方合
作意愿的基本表达以及基本原则等意向性约定，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沟通
协商，交易方案细节尚未最终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审计、评估情况及各方
谈判结果以最终各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城投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公司持有的城镇运营开发公
司 92%的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深圳众益福公司的控股股东张坚力为公司实际控制
1

人，因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张坚力拟将深圳众益福公司持有标的公司二的 80.1%
股份转让给公司及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方案尚需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履行必要的内部
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签署的仅为意向性协议，在本次交易方案完成审批程序前，本次签署
的意向性协议对公司 2021 年及未来的经营和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包括城镇运营开发公司的股权出让及大顶矿业公司的
股份收购两部分。
（一）城镇运营开发公司的股权出让
1.兴宁市人民政府、公司及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朋公
司”）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签署《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
设施建设合作协议》，约定各方合作在兴宁市南部新城约 1.3 万亩的土地上进行
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的建设（以下简称“合作项目”），兴宁市政府指
定城投公司与公司及旺朋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
司，设立后的城镇运营开发公司负责合作项目开发等相关工作。
2. 公司、城投公司及旺朋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签署《兴宁市南部新城
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
约定各方合作在兴宁市南部新城约 1.3 万亩的土地上进行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
共设施的建设，共同投资设立城镇运营开发公司负责运营。城镇运营开发公司初
始注册资本 10 亿元，公司持股 76%，城投公司持股 19%、旺朋公司持股 5%。
3. 兴宁市人民政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政府方”）
与城镇运营开发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签署《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
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合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约定政府方
排他性授权标的公司在其有效存续期内作为唯一主体对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土地进
行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的建设。
4. 2015 年 6 月 6 日，公司、城投公司及旺朋公司另签署《广东明珠集团城镇
运营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城镇运营开发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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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认缴城镇运营开发公司全部新增注册资本，增资后，公司认缴城镇运营开发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7.6 亿元，持有城镇运营开发公司 92%股权。
城投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一 92%的股权。双方将聘请中
介机构对标的一进行全面尽调、审计、评估等工作，在价格及支付等转让条件达
成一致并征得兴宁市政府或有审核权的部门或城投公司上级主管单位同意、公司
就相关协议项下股权交易已依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城投公司受让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一 92%股权，成为城镇运营开发公司绝对控股股
东。

（二）大顶矿业公司股份收购
1.深圳众益福公司为大顶矿业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标的公司二 80.1%股份。
2. 公司持有标的公司二 19.9%股份。
3. 深圳众益福公司的控股股东张坚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及其关联方
对公司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张坚力拟将深圳众益福公
司持有标的公司二 80.1%股份转让给公司及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抵偿其及关联方
的资金占用，其中，公司受让标的公司二 80%股份成为控股股东，由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受让标的公司二 0.1%股份。
双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二进行全面尽调、审计、评估等工作，深圳
众益福公司、公司双方同意探讨标的公司二股份转让的可能性，在价格及支付等
转让条件达成一致并征得深圳众益福公司、公司双方就本协议项下股份交易已依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公司受让深圳众益福公司持有的标
的公司二 80%股份，成为标的公司二的绝对控股股东。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城投公司、深圳众益福公司。
城投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481068493382D

住址（或住所）

兴宁市兴城人民大道中段(兴宁市住建
局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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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3-05-14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出租本公司开发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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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众益福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52536326R

住址（或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大庆大厦 7 层
701 房

成立日期

2003-08-13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济信息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1.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481323234784Q

住所

兴宁市官汕路 99 号 5 楼

法定代表人

彭胜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拾亿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11-20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土地一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
施、市政公用设施开发建设；城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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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公共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经营管
理；拆迁安置相关服务；能源及交通行
业投资及管理；教育产业投资及管理；
文化传媒投资及管理；投资管理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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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标的公司一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比例（%）

19,000.00

6.33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6,000.00

92.00

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1.67

(3)标的公司一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378,410.37

379,654.89

38,831.60

40,547.48

非流动负债

0

0

所有者权益

339,578.76

339,107.41

总资产
流动负债

项 目

2020 年 1 至 12 月

2021 年 1 至 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721.63

0

营业成本

11,753.67

0

营业利润

22,037.24

-209.28

利润总额

22,037.24

-523.68

净利润

16,522.64

-471.36

2.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600707674375F

住所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油溪镇蕉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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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朱海涛

注册资本

人民币陆亿陆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1999 年 03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露天开采铁矿。一般经
营项目：加工、销售：铁矿、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材料、非金属矿产品及原材料；
电子、机械、建材产品的加工、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实业开发投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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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二的股份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份比例（%）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134.00

19.90

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2,866.00

80.10

(3)标的公司二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90,010.37

322,053.31

流动负债

119,756.83

153,232.96

非流动负债

33,995.74

29,185.65

所有者权益

136,257.81

139,634.71

项 目

2020 年 1 至 12 月

2021 年 1 至 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21,111.15

85,394.86

营业成本

21,521.96

11,813.14

营业利润

16,218.90

3,833.15

利润总额

16,061.55

3,744.41

1,615.28

2,808.30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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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意向性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一
甲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一：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方案：
1.乙方拟以现金方式购买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一 92%的股权，本协议签订后，
协议双方将根据具体情况共同协商确定本次收购的具体方案。自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作为本次股权转让预付
款。
如甲乙双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则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预付款将自动抵
减其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如最终乙方未收购标的公司一股权，则甲方返还乙
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预付款。
2.双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一进行全面尽调、项目结算审核、审计、
评估等工作，在价格、支付等转让条件达成一致并征得兴宁市政府或有审核权的
部门或乙方上级主管单位同意、甲方就本协议项下股权交易已依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关审准程序，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一的全部股权，
成为标的公司一的绝对控股股东。
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如违反本意向协议保密条款的规定，而给对方造成相关影响及损
失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
2. 本协议仅为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如因股权转让无法取得各方内外部上级
管理部门审批通过的，则双方均有权解除本意向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于本次交易期间所取得的资料应当返还甲方并继续按本意向协议约定承担保
密义务。
（二）协议二
甲方： 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二：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方案：双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二进行全面尽调、审计、评估等
工作，甲乙双方同意探讨标的公司二股权转让的可能性，在价格、支付等转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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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达成一致并征得甲乙双方就本协议项下股权交易已依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二 80%股份，成为标的公司
二的绝对控股股东。
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如违反本意向协议保密条款的规定，而给对方造成相关影响及损
失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
2. 本协议仅为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如因股份转让无法取得各方内外部上级
管理部门审批通过的，则双方均有权解除本意向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于本次交易期间所取得的资料应当返还甲方并继续按本意向协议约定承担保
密义务。
3. 对于另一方遭受的任何附带、间接、惩罚性或特别损害，或者任何间接经
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利润损失、用途损失、机会损失或者其他间接或结果
性损失，任何一方均不应对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或承担任何违反本意向协议或
法定义务或者一般法律项下的责任。

五、中介机构聘请情况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聘请独立
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展相关工
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实际经营需要，可以促使公司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同时可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本次签署的仅为意向性协议，在本次交易方案完成审批程序前，本次签署的
意向性协议对公司 2021 年及未来的经营和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系为各
方合作意愿的基本表达、基本原则和转让款支付安排等意向性约定，交易方案尚
需进一步论证、沟通协商，交易方案细节尚未最终确定，具体以各方签署的正式
协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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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方案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履行必要的相关内部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存在因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中
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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