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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 2018-227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万科签署合作协议开展项目合作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就部分项目的合作与北京万科

企业有限公司、北京恒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按照

《合作协议》的约定，就合作项目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及合作事宜分别签署

《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合作开发位于涿州、大厂、廊坊和霸州的项目，

交易价款约为32.34亿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就部分项

目的合作与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北京恒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各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就前述合作项目的目标公司

股权转让及合作事宜分别签署具体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合作开发位于涿

州、大厂、廊坊和霸州的项目，交易价款约为32.34亿元。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各方： 

1、甲方：全资子公司涿州市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一”）和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大厂华夏幸福基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三”）、廊坊市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四”）、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五”，

以上甲方一至五合称“甲方”） 

2、乙方：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一”）、北京恒燚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二”，以上乙方一至二合称“万科”或“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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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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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公司：涿州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州公司”或“目

标公司一”）、大厂回族自治县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景公司”

或“目标公司二”）、大厂回族自治县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

公司”或“目标公司三”）、廊坊市孔雀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

公司”或“目标公司四”）、霸州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州

公司”或“目标公司五”，以上目标公司一至五合称“目标公司”）。 

（二）目标公司持有位于涿州、大厂、廊坊和霸州市的多宗土地（以下简称

“目标地块”），总用地面积约339,338.36平方米，均为住宅用地。万科拟通过收

购目标公司部分股权的方式，与本公司合作开发目标地块，暂定交易价款约为

32.34亿元。 

（三）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区B区北京万科城市花园梅花园4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

设备、医疗器械、工艺美术品；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

（出租写字间）；技术推广；经济信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5%，深圳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持

股5%。 

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总资产 77,454,934,1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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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1,127,374,619.85 

总负债 66,327,559,524.06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5,481,298,497.31 

净利润 1,928,117,018.57 

2、北京恒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983（商务区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王清卿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为2018年8月新设立公司，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甲乙双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涿州公司80%股权、裕景公司80%股权、裕达公司80%

股权、廊坊公司80%股权和霸州公司65%股权。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涿州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威 

住所：涿州市高铁新城鸿坤理想湾二号楼一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禁止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容积率小于1.0

（含）的住宅项目（文物保护区除外，但禁止建设独户独栋类房地产项目）；大

套型住宅项目（指单套住房建筑面积超过144平方米的住宅项目）及机动车交易

市场、建材城、家具城等大型商品投资项目禁止占用耕地，亦不得通过先行办理

城市分批次农用地等形式变相占用耕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中集中办公区（省

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重创空间和经中小企业工作主管部门认定

的集中办公区除外））；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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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涿州市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

股权。 

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2018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47,369,000.00 881,864,112.41 

净资产  0         -506,626.15  

总负债  847,369,000.00 882,370,738.56 

 2017年度 2018年 1-6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506,626.15 

2、大厂回族自治县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威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蒋谭南路200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楼房销售、工业厂房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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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2018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0 808,529,203.24 

净资产  0 9,880.13 

总负债  0 808,519,323.11 

 2017年度 2018年 1-6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9,880.13 

3、大厂回族自治县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威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蒋谭南路200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楼房销售、工业厂房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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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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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2018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0 534,713,300.05 

净资产  0 7,066.94 

总负债  0 534,706,233.11 

 2017年度 2018年 1-6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7,066.94 

4、廊坊市孔雀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威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华夏第九园兰亭2-2-11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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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市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2018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38,617.00 1,445,876,436.81 

净资产 -3.00 -760,337.52 

总负债 138,620.00 1,446,636,774.33 

 2017年度 2018年 1-6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00 -730,303.25 

5、霸州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威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孔雀城兰园S3号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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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67%股权，

天津爱德斯蒂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33%股权。 

说明：天津爱德斯蒂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出具声明放弃对霸州公司股权的

优先购买权。 

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17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2018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25,402,673.10  325,135,962.42 

净资产  16,323,173.10  16,014,063.42 

总负债  309,079,500.00  309,121,899.00 

 2017年度 2018年 1-6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76,826.90 -309,109.68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对目标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目标公司理财的情

况，除公司为目标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外，目标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及下属

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项目土地情况 

序

号 

目标 

公司 

地块 

名称 

土地证或出让

合同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出让

年限 

1 

涿州裕

泰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涿州码

头 95

亩 

C13068120170

011、2017-09 

涿州市永码路南

侧、规划路东侧 
 28,815.37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70年 

C13068120170

012、2017-10 

涿州市立新路北

侧、规划路西侧 
 21,611.61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70年 

C13068120170

013、2017-11 

涿州市立新路北

侧、规划路东侧 
 13,048.29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70年 

2 

大厂回

族自治

县裕景

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大厂

190 亩 

C13102820180

007、01-（50）

-231 

大厂县大安西街北

侧、团结路西侧 
 30,958.26  

住宅（其他

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 

70年 

C13102820180

008、01-（50）

-232 

大厂县大安西街北

侧、大香线东侧 
 45,429.96  

住宅（其他

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 

70年 

 

3 

大厂回

族自治

县裕达

C13102820180

009、01-（50）

-233 

大厂县大香线东

侧、北新西街北侧 
 23,773.96  

住宅（其他

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 

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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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C13102820180

010、01-（50）

-234 

大厂县北新西街北

侧、团结路西侧 
 26,832.14  

住宅（其他

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 

70年 

4 

廊坊市

孔雀洲

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廊坊安

次龙河

107 亩 

C13100220170

011、廊安土

2017-5 

廊坊龙河高新技术

产业区纵二十一路

以东、富饶道以南、

龙盘路以西、横二

十一路以北 

 71,358.77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70年 

5 

霸州市

孔雀湖

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霸州南

夹河地

块二项

目 

冀（2017）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8575号 

霸州市开发区南岸

村，湖东道南侧，

西环路东侧 

 26,037.00  
城镇住宅用

地 
70年 

霸州南

夹河地

块三项

目 

冀（2017）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8574号  

霸州市开发区南岸

村，湖东道北侧，

西环路东侧 

 51,473.00  
城镇住宅用

地 
70年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的签署 

乙方二按《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约定，受让甲方持有的涿

州公司80%股权、裕景公司80%股权、裕达公司80%股权、廊坊公司80%股权和霸州

公司65%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双方按持股比例合作开发位于涿州、大厂、廊坊

和霸州的项目。 

（二）整体交易 

各方确认，本次目标项目的合作为一个整体交易安排，《合作协议》及各《股

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应作为一个整体签署、生效和履行。 

甲方确认已经充分知悉和认可整体交易事项的各项约定。甲方五保证在合作

期间对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的持续控制，确保上述四方履行相应义

务并承担相应责任；甲方五确保天津爱德斯蒂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在《霸州

股转协议》项下的相应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乙方一确认已经充分知悉和认可整体交易事项各项约定，保证对乙方二的持

续控制，甲方及项目公司有权要求乙方一代乙方二履行相应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三）交易价款及支付 

1、各方确认，乙方根据本协议支付的交易价款分别为： 

项目公司名称 交易价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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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孔雀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56,090,129.02 

涿州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7,163,679.85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4,524,714.90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9,066,370.99 

霸州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6,738,334.00 

合计 3,233,583,228.76 

交易价款由股权转让款及置换股东借款（乙方根据甲方已经提供的股东借款

金额按照受让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组成，具体内容如下： 

（1）股权转让款 

五家项目公司股权转让款均为 1元。 

（2）置换股东借款 

乙方根据甲方已经提供的股东借款金额按照受让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项目

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用于置换甲方为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及资金占用费。 

2、交易价款支付安排 

（1） 首笔交易价款 

1）股权转让款：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 日内由乙方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2）置换股东借款：乙方一已经向甲方支付诚意金人民币 2 亿元整，首笔交

易价款为 2亿元整，双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日内相互配合将冲抵金额解付

至甲方指定账户。 

（2） 第二笔交易价款 

1）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日内，乙方依据本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金额至共

管账户。 

2）标的股权工商变更完成后 2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配合解付共管账户内第

二笔交易价款。 

（3）剩余交易价款 

1）甲方完成项目公司移交、交割审计、项目用地地块移交等相关义务，且

目标地块具备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条件时，乙方将剩余交易价款（扣除第

一笔、第二笔交易价款后的金额）支付至共管账户。 

2）目标公司取得目标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

配合解付共管账户内此部分交易价款。 

（四）目标项目管理 

双方同意，由乙方负责目标项目的运作和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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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标公司机构 

1、股东会：目标公司设股东会，甲方和乙方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其中，

天津爱德斯蒂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其在目标公司股东会会议的表决权全部委

托甲方五行使。 

2、董事会：各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设置情况如下： 

项目公司名称 
董事会

成员 

甲方委派

董事人数 

乙方委派

董事人数 

廊坊市孔雀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1 4 

涿州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1 4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1 4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1 4 

霸州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1 2 

（六）违约责任 

1、若因甲方责任导致逾期解付诚意金的，由此导致乙方未能按期支付《股

权转让及合作协议》项下交易价款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若任何一份《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因甲方和/或目标公司（目标公司于

交割日前）违约被终止、解除、撤销或认定无效的，则 

（1）乙方有权暂停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项下的任何款项且不

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和全部《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并要求甲方五根

据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约定的违约金。 

（3）乙方解除全部《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的，甲方应在收到乙方解约通

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已付的全部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费。  

3、若任何一份《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因乙方违约被终止、解除、撤销或

认定无效的，甲方/目标公司有权解除全部《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并要求乙方

支付约定的违约金。 

4、若任何一份《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在交割日前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原因

被终止、解除、撤销或认定无效的，则双方解除协议的，甲方应在接到乙方解约

通知/甲方解约通知发出后 10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已付的全部款项，并支付资金

占用费。 

 5、各方确认，若一方根据本协议行使“整体交易”解除权，如守约方按照

本协议收到应返还款项和违约金后，将不再根据任何一份《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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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交易文件承担任何其他违约责任，违约金亦不合并计算。否则，任何一方

亦有权根据《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的约定追究违约方责任。 

（七）其他 

1、本次股权合作中，项目公司若涉及其他股东方，甲方承诺其他股东方同

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2、各方同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同等条件下，甲方同意在环京区域的其

他项目优先与乙方进行合作。 

3、甲方同意将大厂、廊坊的售楼处租给乙方二或目标公司并由甲乙双方共

同使用。 

4、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后生效。 

五、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是公司实施全面开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与落地，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与方向，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将有积极影响。本次交易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一）《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合作协议》； 

（三）《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