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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收购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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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乐百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乐百年”）

通过自有资金收购鑫创扬帆(大连)健康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

创扬帆”）所持有的大连鑫颐雅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颐雅居”）100%

股权，获取鑫颐雅居所有的“A3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与后续开发权益。 

●  此项交易价格：人民币 10,300 万元。 

●  此项交易完成后，鑫颐雅居将纳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乐百年合

并报表范围。此项交易严格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会对本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对外收购股权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9月29日第八届董事会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收购股权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乐

百年通过自有资金收购鑫创扬帆所持有的鑫颐雅居 100%股权，获取鑫颐雅居

所有的“A3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与后续开发权益。根据大连乐百年委托北京



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估值测算并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2】第 01-751 号)所载评估结论为基础

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经大连乐百年和鑫创扬帆

公司双方协商确认，此项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0,300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于此次对外收购股权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董

事会权限，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鑫创扬帆（大连）健康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东北山村 

法定代表人：陈立洋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2MA0XTY905E    

经营范围：房地产业   

最近一年暨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7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266.86 34,998.76 

负债总额 7,368.29 5,103.34 

所有人权益 29,898.57 29,895.42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17 -3.07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受让方：大连乐百年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柳树村 

法定代表人：迟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9693924XF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老年公寓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

赁；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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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暨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 

2022年 7月 31日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8,817.92 50,443.27 

负债总额 78,454.15 69,687.85 

所有人权益 -19,636.23 -19,244.58 

项目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 

2022年 1-7月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4,752.03 7,257.74 

净利润 -1,944.16 391.65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大连鑫颐雅居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畅达路 202号鑫颐园 B区 1 号 3层 

法定代表人：陈立洋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2MA0YE39A1Y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业；建筑装饰业；市政设施管理；

绿化管理；会议及展览、办公、工程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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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暨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7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827.07 10,844.96 

负债总额 10,827.59 10,845.59 

所有者权益 -0.52 -0.63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7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27 -0.12 

（二）交易标的涉及资产情况 

鑫颐雅居除现有两处不动产 A3 住宅用地与 C1 商务金融用地外，无其他

不动产及经营资产。 

A3住宅用地位于旅顺口区龙头街道龙头村，宗地面积为 40,315.8平方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为 2019年 4月 18日起 2089年 4月 17日止，

登记编号为辽（2020）大连旅顺口区不动产权第 02900015 号。该不动产设立

他项权利，权利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权利种类

为一般抵押，抵押面积为 40,315.8平方米，权利价值为 9,000万元。 

C1商务金融用地位于旅顺口区龙头街道龙头村，宗地面积为 12,479.7平

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 2059 年 4 月 17

日止，登记编号为辽（2021）大连旅顺口区不动产权第 02900049号。 

鑫颐雅居对鑫创扬帆及其关联公司应付债权 10,845.59万元。 

（三）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鑫颐雅居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鑫创扬帆(大连)健康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鑫创扬帆未实缴出资。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大连乐百年委托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估值测算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2】

第 01-751号)所作结论，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7月 31日，大连鑫颐雅居实业

有限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10,844.96万元，负债总额为 10,845.59万元，净资

产为-0.63 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13,574.5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845.59

万元，净资产价值为 2,728.96万元，评估增值 2,729.59万元，A3地块评估价

值为 10,558 万元。参照上述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

作为定价依据，经大连乐百年和鑫创扬帆双方协商确认，本次交易对价为人民

币 10,300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 2,400万元，A3地块对应债权 7,900 万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大连乐百年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鑫创扬帆(大连)健康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大连鑫颐雅居实业有限公司 

（二）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对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依

据，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为人民币 10,300万元，交易对价根据解除抵押担保、

办理股权工商变更、完成拆迁、取得预售许可证等约定条件分笔支付。 

（三）交易标的主要资产及负债 

丙方目前主要资产为：“A3地块”和“C1地块”两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本次甲方拟收购目标仅为 A3 地块，C1 地块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从鑫颐雅居公

司剥离。 

（四）收购条件 



各方确认协议约定的股权收购以完成以下全部条件为前提，下述条件未全

部完成的，甲方可随时解除协议。 

1、抵押担保解除 

若乙方和丙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和条件解除 A3 地块的解押登记手续，甲

方可以解除协议，乙方和丙方应立刻连带返还甲方为解押所垫付的全部费用和

已交付的全部收购款项和实缴资金，并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一年期利率的

三倍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付清为止。 

2、拆迁工作完成 

若非甲方原因，乙方和丙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和条件完成拆迁事项，使

A3地块达到三通一平的净地状态，甲方可以解除协议，乙方和丙方应立刻连带

返还甲方为前期解押和拆迁所垫付的全部费用以及已交付的全部收购款项和

实缴资金，并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一年期利率的三倍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的利息至付清为止。 

六、此项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项交易完成后，鑫颐雅居将纳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乐百年合并报

表范围。此项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会对本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本次受让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是公司从长远战略布局出发作出的审慎

决策，但标的公司受行业政策、宏观经济及经营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

际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本次交易可能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如形成商誉，当未来行业情况或标

的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等原因导致其未来的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则公司存在商誉

减值风险，从而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损益产生不利影响。 

此项交易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分步实施，且每个步骤均设置了相

应的先决条件，能否完成收购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此项交易尚需到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