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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0-001 号 

证券代码：110006              证券简称：龙盛转债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收购资产收购资产收购资产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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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交易简要内容：出资人民币 9000 万元受让杭州巨岛生态农业观光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巨岛公司”）所持杭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田公司”）100%股权，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受让自然人钱益升所持杭州翰思国际

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思公司”）10%股权，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受

让东田公司所持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城公司”）90%股权，

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受让翰思公司所持巨城公司 10%股权。同时，公司将在上述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直接或间接向巨城公司追加债权投资人民币

59000 万元。 

2、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一一一、、、、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将出资人民币 9000 万元受让巨岛公司所持东田公司 100%股权，出资人

民币 100 万元受让自然人钱益升所持翰思公司 10%股权，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受

让东田公司所持巨城公司 90%股权，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受让翰思公司所持巨城

公司 10%股权。同时，公司将在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直接或间接

向巨城公司追加债权投资人民币 59000 万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10年 1月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十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会议审议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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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议案》，同意出资人民币 9000 万元受让巨岛公司所持东田公司 100%股权，

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受让自然人钱益升所持翰思公司 10%股权，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受让东田公司所持巨城公司 90%股权，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受让翰思公司所

持巨城公司 10%股权。同时，公司将在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直接

或间接向巨城公司追加债权投资 59000 万元人民币。 

3、本次资产收购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

大会批准。 

 

二二二二、、、、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方当事人情况方当事人情况方当事人情况方当事人情况    

巨岛公司是一家于2004年 6月17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并有

效存续的外商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346.98 万港元，美可美林（香港）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法定代表人钱益升。 

 

三三三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东田公司是一家于 2004 年 10 月 20 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分局

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东田公司注册资本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巨岛公司持有 100%股权，法定代表人钱益升。东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普通住宅

开发经营（除国家限制和禁止类项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2、瀚思公司是一家于 2005 年 6 月 3 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分局注

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翰思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钱

益升持有 10%股权，东田公司持有 90%股份，法定代表人钱益升。翰思公司的经

营范围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经济信息服务（除证券、期货信息），设计、代

理、制作、发布国内广告；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销售：纺织品、服装、五

金家电、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化学品）。 

3、巨城公司是一家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分局

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巨城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东田公司持有 90%股权，翰思公司持有 10%股权，法定代表人钱益升。巨城公司

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东田公司、瀚思公司、巨城公司及巨岛公司相互之间的产权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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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0 月 31 日，东田公司通过公开竞买的方式，以 66690 万元的价格

依法挂牌取得余政挂出（2007）38 号地块（以下简称“项目地块”），并于 2007

年11月10日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

下简称“《出让合同》”）。2009 年 11 月 11 日，东田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

杭分局签订了《关于余土合（净）字[2007]10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补充协议》，约定东田公司应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前一次性缴纳剩余的 57829 万

元土地款。2009 年 12 月 11 日，东田公司、巨城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

分局签订了《关于余土合（净）字[2007]10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补

充协议》，约定由巨城公司作为开发建设项目地块的项目公司。 

四四四四、、、、收购资产的主收购资产的主收购资产的主收购资产的主要要要要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公司将受让东田公司、翰思公司、巨城公司 100%的股权，具体如下： 

（1）巨岛公司同意以 1：1 的价格，计 9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其持有东田

公司 100%股权给公司； 

（2）钱益升同意以 1：1 的价格，计 1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其持有翰思公司

10%股权给公司； 

（3）东田公司同意以 1：1 的价格，计 9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其持有巨城公

司 90%股权给公司；翰思公司同意以 1：1 的价格，计 1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其

90% 

90% 10% 

10% 100% 

100% 

美可美林（香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 

杭州巨岛生态农业观光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46.98 万港元 钱益升 

杭州翰思国际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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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巨城公司10%股权给公司，公司共计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受让巨城公司100%

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即直接或间接的全资持有东田公司、翰思公司、

巨城公司 100%股权。东田公司、翰思公司、巨城公司的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1）东田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2）翰思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股权，东田公司持有 90%股权； 

（3）巨城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其产权关系图如下： 

                

 

                            

 

 

                                            

                             

 

上述股权转让款共计 10100 万元人民币，在巨城公司取得临平项目《国有土

地使用证》后，公司将东田公司、翰思公司的股权以受让价格回转给原股东，但

回购的同时再将股权质押给公司。 

同时，公司将在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直接或间接向巨城公司

追加债权投资 59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由巨城公司予

以归还。钱益升及巨岛公司以及东田公司、翰思公司同意对巨城公司归还上述

59000 万元人民币的债权投资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 

五五五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所持巨城公司的股权届时将由钱益升和巨岛公司回购，具体如下： 

1、股权回购实施应以巨城公司全部偿还公司 59000 万元债权投资为前提，

且上述还款日期最晚不得迟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在满足回购前提下，钱益升及巨岛公司将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以

15600 万元的价格收购公司持有的巨城公司 100%的股权。如钱益升和/或巨岛公

90% 

10% 

100% 100% 

杭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 

本公司 

杭州翰思国际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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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要求提前回购，各方再另行协商。 

六六六六、、、、收购资产收购资产收购资产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对公司的影响对公司的影响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收购资产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产行为完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 

七七七七、、、、涉及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资产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