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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股权资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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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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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股

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择机出售招金矿业股票的议案》。招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 “招金矿业”）为香港上市公司（代码：1818.HK），公司及

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招金矿业 7.632 亿股，股权

占比 23.34％，股权性质为 H股流通股。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证券市场情况，择机出售公司持有的招金矿业全部或

部分股票。（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22－

048） 

 2022年 9月初，公司以每股 5.77港元，于二级市场大宗交易的方式出售招

金矿业 68,000,000 股股份，交易已交割完毕（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一”）。

本次交易一交割完毕后，豫园股份合计持有招金矿业 695,200,000 股股份，

占招金矿业总股份的 21.26%。 

 2022年 11月 6日，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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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香

港）国际矿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出售

招金矿业 654,078,741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于金山（香港）国

际矿业，占招金矿业总股份的 20.00%，标的股份的拟转让价格为每股 6.72

港元，交易总价款为 4,395,409,139.52 港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二”）。

本次交易二交割完成后，豫园股份合计持有招金矿业 41,121,259 股股份，

占招金矿业总股份的 1.26%。  

 本次交易一、本次交易二均经公司董事会授权，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述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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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权资产进展概述 

（一） 交易概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豫园股

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择机出售招金矿业股票的议案》。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招金矿业”）为香港上市公司（代码：1818.HK），公司及下属全资子

公司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招金矿业 7.632亿股，股权占比 23.34％，

股权性质为 H股流通股。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

及证券市场情况，择机出售公司持有的招金矿业全部或部分股票。（详见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22－048） 

2022年 9月初，公司以每股 5.77港元，于二级市场大宗交易的方式出售招

金矿业 68,000,000股股份，交易已交割完毕（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一”）。本次

交易一交割完毕后，豫园股份合计持有招金矿业 695,200,000股股份，占招金矿

业总股份的 21.26%。 

2022年 11月 6 日，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

业”）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香港）国

际矿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出售招金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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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078,741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于金山（香港）国际矿业，占招

金矿业总股份的 20.00%，标的股份的拟转让价格为每股 6.72港元，交易总价款

为 4,395,409,139.52 港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二”）。本次交易二交割完成

后，豫园股份合计持有招金矿业 41,121,259 股股份，占招金矿业总股份的

1.26%。  

本次交易一、本次交易二均经公司董事会授权，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述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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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二的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7987632G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景河 

成立日期 : 2000年 09月 06日 

注册资本：263293.1224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杭县紫金大道 1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矿产品、机械设备、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水力发电；对采矿业、酒

店业、建筑业的投资；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活

动。铜矿金矿露天开采、铜矿地下开采；矿山工程技术、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

备研发；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旅游饭店（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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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紫金矿业公司治理、财务、经营等相关详细信息可参见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交所披露的紫金矿业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二具体交易对手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为紫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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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61859952H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翁占斌 

香港上市代码：1818.HK 

注册资本： 327039.320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4 年 04月 16日 

住所： 山东招远市温泉路 118号 

经营范围：黄金探矿、采矿。(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黄金选矿、氰冶及

副产品加工销售;矿山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技术推广服务;在法律、法规规定

范围内对外投资;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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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招金矿业公司治理、财务、经营等相关详细信息可参见于香港联交所网

站披露的招金矿业相关公告。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股份转让协议》（“本协议”）于 2022 年 11 月 06 日由以下双方签署：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或“卖方”），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10000132200223M； 

 

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一家依据香港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

公司（“受让方”或“买方”），公司登记注册编号：931321。 

 

在本协议中，转让方与受让方任何一方单称“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 

 

（1）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或“目标公司”，目标公司范围应包括其合并报表范围以内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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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分公司及其他附属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61859952H。公

司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证券代码“01818”）。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为山

东省招远市温泉路 118 号，经营范围为：黄金探矿、采矿（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黄金选矿、氰冶及副产品加工销售；矿山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技术推广

服务（许可项目凭有效证件经营）。 

 

（2）受让方有意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从转让方处受让并获得其持有的公司目

标股份（定义见本协议第 1.1 条），转让方有意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所持

有的目标股份转让给受让方（“本次交易”）。 

 

因此，为明确双方在股份转让过程中的权利及义务，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1.交易标的及价格 

 

1.1 转让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公司【654,078,741】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 H 股股票，占公司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总股本的 20%及其所对应的

股份代表的股东权利和权益（包括与目标股份有关的所有权、收益权、表决权、

处置权等根据中国及香港地区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公

司股东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为清楚起见，应附带在本协议日之后，出售

股份可能附带或其可能产生的任何性质的所有权利，包括于本协议日后宣布就其

宣派、支付或分派的所有股息和股利，但不得附带任何权利负担和权利限制）（“目

标股份”）以大宗交易的方式，按照 6.72 港元/H 股，合计【4,395,409,139.52】港元

（大写：港元【肆拾叁亿玖仟伍佰肆拾万玖仟壹佰叁拾玖圆伍角贰分】）（“交易对

价”）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条件和价格购买目标股

份。 

 

2.协议生效及交割先决条件 

 

2.1 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经过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 

2.2 交割须待达成以下先决条件或获买方根据第 2.3 条书面豁免（如适用）后，方

可按第 3 条进行： 

2.2.1 于本协议签署日及交割日，本协议项下的各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在所有重大

方面均是真实、准确且不具误导性的，且转让方没有违反其于本协议项下的任何

义务和承诺(为免疑义，若有陈述、保证及任何义务、承诺的违反对目标股份的转

让并未造成实质性障碍的，则不影响先决条件的达成）。 

2.2.2 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导致或可能导致公司被香港联交所停牌或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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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受让方可以书面通知转让方豁免上述任何或全部先决条件的实现，但受限于

上述豁免，双方仍应尽最大合理努力确保第 2.2 条所列先决条件在最后截至日期

之前尽快实现。 

基于本协议之目的，“最后截至日期”是指 2022 年 11 月 9 日或双方书面同意的其

他日期）。 

2.4 如果在最后截至日期北京时间下午 5 时，上述先决条件仍未全部实现或被豁

免，可不视为转让方违约，本协议将立即无效（包括协议项下双方各自已产生或

需要履行的权利和义务），但 i）本协议的第 6 条（保密）、第 10 条（法律适用和

争端解决）和第 11 条（其他）将根据其条款仍然有效；及 ii) 转让方因违反第 2.3

条 而对受让方产生的责任除外。 

 

3.交易安排 

 

3.1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转让价款应以港币支付。双方同意于交割日，由转

让方根据 H 股全流通业务规则、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大宗交易运作程序规则及一般

规则，以即时货银对付（Realtime Delivery versus Payment）方式将目标股份转让予

受让方。转让方完成前述工作后，由受让方根据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大宗交易运作

程序规则及一般规则，以即时货银对付（Realtime Delivery versus Payment）方式以

按照本协议确定的交易对价的港币金额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 

 

若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内发生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事项，由此增加的股票数量和相应权利和权益，属于目标股份的附随权益，应

一并归受让方所有，但目标股份的转让交易对价和目标股份所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不变。 

 

3.2 交割 

3.2.1 受限于本协议第 2.2 条所列之先决条件全部实现或豁免，交割应不迟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或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进行。交割时间为交割日上午 9:00，

交割地点为双方同意的地点。于交割时，各方须履行于附录 1 列出之全部责任。

附录 1 内所列出的全部事项应在同一时间进行。 

3.2.2 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可以由本协议受让方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

承接。若由全资子公司实际承接，则全资子公司的行为视同受让方的行为，其权

利与义务及相关责任由受让方承担。 

 

4.税费和费用的承担 

 

4.1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的外，双方应自行承担因准备、谈判、签署、履行本协议以

及其他文件而产生或附带的法律、财务和其他全部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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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与目标股份的转让交易相关的印花税，应由双方各自承担应由双方各自承担自

己的部分。目标股份转让交易相关的其他税项，须由双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自

承担。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定践行“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动，置顶“东方生活美学”战略，

持续构建“线上线下会员及服务平台+家庭快乐消费产业+城市产业地标”的“1+1+1”

战略布局，逐步形成了面向家庭消费，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本次出售招金矿业股权有利于公司把更多资源聚焦于重点发展战略及重点项

目。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业绩表现具有正面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等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7日 

报备文件： 

1. 《股份转让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