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19-060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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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吉盛伟邦家居市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股权交易价格为 23.49 亿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吉盛伟
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本次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近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绿地商业”或“受
让方”）与上海吉盛伟邦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吉盛伟邦”或“转
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上海吉盛伟邦持有的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
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具村”或“标的公司”）50%股权，股权交
易价格为 23.49 亿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家具村 100%股权。
2、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已生效，并已
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上海吉盛伟邦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吉盛伟邦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75 号
法定代表人：邹文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3 日
经营范围：为市场内家居消费商品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销售家具、家居用品、厨房用品、卫生洁具、灯饰、日用百货、工艺礼品（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
2、吉盛伟邦简介
上海吉盛伟邦为吉盛伟邦家具集团成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吉盛伟
邦家具集团 1989 年在长春创建。自创建以来，吉盛伟邦不断创新发展，成功开
创的商业模式至今仍是中国家具行业的经营主流。目前，吉盛伟邦形成了上海、
广州、长春“三点一线”的商业布局，营业面积达 90 余万平方米，汇聚 1000 余
个国内外著名家居品牌，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西班牙、英国、挪威、
丹麦、瑞典、日本、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拥有近 70 个著名品牌的独家或旗舰展
示厅，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端家具商品平台，也是国际家居进入中国的窗口。
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吉盛伟邦总资产 11.50 亿元，净资产 8.33 亿元。2018
年度，上海吉盛伟邦实现营业收入 9250 万元，净利润 11,403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海吉盛伟邦持有的家具村 5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5369 号
法定代表人：邹文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为本市场内家具、家居用品、建筑装饰材料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室内装潢，货运代理，商务咨询，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停车场管理服务，销售家具、家居用品、厨房用
品、卫生洁具、灯饰、日用百货、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建材、五金
交电、电线电缆、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2、简介
家具村成立于 2006 年 2 月，主要从事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5369 号商业用
地的开发建设及经营工作。家具村一期工程投资总额 7.4 亿元，于 2007 年竣工，
证载建筑面积约 14.72 万平方米，全部自持经营。二期工程于 2010 年 10 月竣工，
其中约 3.98 万平方米商铺于 2010 年和 2011 年对外销售，其余部分自持经营，
自持部分证载建筑面积约 15.78 万平方米，对应投资成本 8.2 亿元。上述物业投
入使用后，由家具村统一招租、经营、管理，经营业态主要为家具、家居及建材
等。现有 14 大主题馆，500 多个入住品牌，近 12000 平方米家居原创设计街，
为主题型、休闲型、世界级家居行业中心。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标的公司总资产为 14.69 亿元，总负债
为 8.54 亿元，净资产为 6.14 亿元。2018 年度，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7 亿
元，实现净利润 427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标的公司总资产为 14.46 亿元，总负
债为 8.06 亿元，净资产为 6.40 亿元。2019 年上半年度，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52 亿元，实现净利润 2586 万元。

4、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拟
收购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所涉及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东洲评报字[2019]第 0276 号），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家具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838,349,641.51 元。
于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6.14 亿元，评估值为 48.38 亿
元，评估增值额 42.24 亿元，增值率 687.63%。评估增值主要来自标的公司自持
经营的投资性房地产，列入评估范围的证载建筑面积共计 30.50 万平方米。标的
公司获得上述房地产时间较早，房地产市场持续上涨导致评估增值较大。
本次评估主要增减值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价值
30,535.54
116,333.51
115,812.02
146,869.05
36,439.72
49,000.00
85,439.72
61,429.32

评估价值
30,535.54
565,147.27
563,722.26
595,682.81
36,504.85
75,343.00
111,847.85
483,834.96

增值额
448,813.76
447,910.24
448,813.76
65.13
26,343.00
26,408.13
422,405.64

单位：万元
增值率(%)
385.80
386.76
305.59
0.18
53.76
30.91
687.63

5、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绿地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 23,500 万元，持有标的公司 50%的股权；上海吉盛伟邦家居市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3,500 万元，持有标的公司 50%的股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
根据东洲评报字[2019]第 0276 号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48.38 亿元（其中含未分配利润 1.288 亿
元）。交易双方决定，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标的公司未
分配利润按双方原分配约定全部分配完毕。分配后，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认本次
标的公司 50%股权转让价格为 23.49 亿元。

2、支付方式
受让方已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定金 4.698 亿元。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该笔定金转为本次股权转让的首付款。
在受让方就转让方拟转让的标的公司 50%股权取得股权变更工商收件回执之
日起 3 日内，受让方再向转让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7.047 亿元，使支付总价
款至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50%。
在受让方就转让方拟转让的标的公司 50%股权取得股权变更工商收件回执之
日起 180 日内，受让方支付转让方剩余 50%股权转让款 11.745 亿元，受让方若
未能在转让方拟转让的标的公司 50%股权取得股权变更工商收件回执之日起的
90 日内付款的，转让方对该部分股权转让款不计利息费用，超过 90 日受让方未
付款的，转让方从第 91 日起对于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部分按一年期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受让方确认，标的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 1.288 亿元在本
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全额现金分配。若未能在此时间点完成分配的，
受让方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的 3 日内以自有资金代标的公
司向转让方支付分红款。
3、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和公司移交
交易双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所有的工商
变更材料至工商登记机关并取得相关收件回执。
在转让方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应当履行
相关资料交割手续，并配合标的公司向受让方移交公司资料。
在转让方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50%股权变更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同时，受让方
负责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属于转让方委派的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
财务负责人的变更，转让方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
4、商标
受让方收购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后，标的公司 2 年内可继续使用“吉
盛伟邦”商标。超过 2 年后标的公司若需继续使用“吉盛伟邦”商标，由各方另
行协商。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事项。家具村所开发的物业位于上海市青浦区，
邻近大虹桥商务区，紧靠在建的市西软件信息园核心规划区，交通便利，周围产
业布局完善。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对现有物业进行升级改造，以产业升级提
升商业附加值，实现土地价值收益的最大化。
2、本次交易完成后，家具村由公司的合营企业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公司原持有家具村 50%股权需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近日，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确认，上述会计核算变更将为公司带来投资收益约
21 亿元（以上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数据以日后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数
据为准），故公司对相关情况予以公告。
3、截至本公告日，家具村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事项。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