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21-068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隆”）为嘉凯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嘉凯城”）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 388,799,24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1.55%，股份性质为非限售流通股。
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广州凯隆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及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康曼德 217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三方协议》，广州凯隆拟通过协议
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嘉凯城 72,000,000 股流通股股份（占嘉凯城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 3.99%）以 2.358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曼德资管”）设立并管理的康曼德 2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康曼德 217 号基金”），总对价 169,776,000 元，用于归还广州凯隆在中信证
券的质押债务本金。
3、广州凯隆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交易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该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
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
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份转让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广州凯隆的函告，获悉广州
凯隆与中信证券及康曼德资管（代表康曼德 217 号基金）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签
署了《股份转让三方协议》，广州凯隆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嘉凯城
72,000,000 股流通股股份（占嘉凯城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99%）以 2.358 元/股
的价格转让给康曼德资管设立并管理的康曼德 217 号基金，总对价 169,776,000
元，用于归还广州凯隆在中信证券的质押债务本金。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广州凯隆与康曼德 217 号基金持股情况如下：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主体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广州凯隆

388,799,243

21.55%

316,799,243

17.56%

康曼德 217
号基金

0

0.00%

72,000,000

3.99%

二、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41426C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 821 号都市广场 50-55 号楼三层自编号
T03 之四
法定代表人：韩雪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36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6 年 4 月 6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康曼德 217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184203X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5 号前海华润金融
中心 T5 写字楼 2804-2805
法定代表人：丁楹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 年 7 月 25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以上涉及行政审批的许可经营项目须凭批准证书和文
件经营）
（三）质权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92677.602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5-10-25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
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三、《股份转让三方协议》的具体内容
甲方（转让方）：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康曼德 217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丙方（质权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次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1、转让数量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嘉凯城 72,000,000 股质押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9%）转让给乙方。
2、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
甲方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嘉凯城无限售条件的 72,000,000 股股份
（占本协议签署时股本总额的 3.99%）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 2.358 元/股，
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嘉凯城股票收盘价的 92.11%。
甲方拟转让的目标股份质押在丙方名下，丙方同意并愿意配合甲乙双方本次
股份转让，同意按照本协议之约定配合解除相关质押。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出具
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函件等相关文件配合甲、乙双方到深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申
请合规确认。
在取得通过深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放弃安
排）的合规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丙方指定账户足额划付应付款，金额
为 169,776,000 元。甲方同意乙方根据本款约定划付应付款即视为乙方已向甲方
支付等额的本次股份转让对应的转让价款。
3、股份过户
乙方按约定向丙方支付应付款后，为确保解押股份能够顺利过户登记至乙方
名下，丙方同意按乙方的要求配合甲、乙双方办理解押股份的解质押手续，将解
押股份的解质押手续准备完备并提交至中登深圳公司，配合办理股份转让。在乙
方发出明确指令要求前，丙方不得擅自解除解押股份的质押手续。
取得中登深圳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中登深圳公司出具的
文件名称为准）当日，丙方进行以收到的款项抵减甲方对丙方负债的账务处理，
均用于归还本金。
（二）税费承担
对于本次股份转让产生的直接税费，如过户登记手续费、交易印花税等，由
甲乙双方按照法律规定或交易规则各自承担，另行支付。
（三）应付款返还
如出现如下情况之一的，则丙方应向乙方返还收到的应付款，且甲乙丙三方
确认不再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并解除本合同：
（1）若丙方未配合办理解押股份的解质押手续或违反本协议之约定导致甲、

乙双方无法完成本次股份转让；
（2）因司法冻结等原因导致目标股份最终未能全部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
且目标股份依然保持质押给丙方的状态。
若出现上述情形，丙方应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应付
款全额退还至乙方。
（四）违约及赔偿责任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有关义务即构成违约。因违约方的
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
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协议的解除和终止
本协议三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解除。除此之外，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任何一
方均不得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于下列情况之一发生时终止：
（1）本协议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2）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发生，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3）因本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守约方有权
终止本协议；
（4）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六）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各方确认，乙方基于本协议向丙方支付的应付款仅用于偿还甲方待偿还丙方
的本金部分，甲方待偿还丙方的其他债务（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等）仍由甲方按
甲方与丙方之间的约定继续履行。
本协议自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由协
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其他说明
1、广州凯隆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起以嘉凯城股份为标的与中信证券开展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后展期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本次协议转让的
72,000,000 股嘉凯城股份，质权人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人为深圳市

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并管理的康曼德 2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总对价
169,776,000 元，用于归还该笔债务本金。
2、广州凯隆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及 2021 年 10 月 26 日委托中信证券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2,404 万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及 2021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5）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部
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6）。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减持金额
（万元）

广州市凯
隆置业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10 月 20 日

2.6

1,804

1.00%

4,690

大宗交易

10 月 26 日

2.58

600

0.33%

1,548

2,404

1.33%

6,238

合计

3、广州凯隆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根据广州凯隆告知函，本次股份转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承诺变
更、豁免或承接的情况。
5、本次交易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该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
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
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协议转让嘉凯城股份的告知函》；
2、《股份转让三方协议》。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