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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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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拟分别出资 15 亿元购买公司全
资子公司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地产星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 30%
股权，合计 60%股权。
同时，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收到交易全款之日后最多不超过 2 年，
按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投入金
额加每年 8%收益之和回购上述 60%股权（根据国资相关规定，如届时评估值高于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投入金额
加每年 8%收益之和，则按届时评估值进行回购）。
●关联人回避事项
鉴于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徐孙庆先生、何启菊女士、
胡欣先生、刘延平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国有股东支持公司发展的有力举措，有助于公司改善现金流，增
强抗风险能力，促进稳健可持续发展。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地产星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产生股权转让收益，对公司当期
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202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绿地地产
集团”）与公司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地产集团”）、公司股
东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城投资产”）达成协议，上海地产集团、上海城投资产拟分别出资 15 亿元购
买绿地地产集团持有的上海地产星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各 30%
股权，合计 60%股权。
同时，绿地地产集团承诺，收到交易全款之日后最多不超过 2 年，按上海地
产集团、上海城投资产实际投入金额加每年 8%收益之和回购上述 60%股权（根据
国资相关规定，如届时评估值高于上海地产集团、上海城投资产实际投入金额加
每年 8%收益之和，则按届时评估值进行回购）。
2、交易审批程序
202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上海地产星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鉴于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集
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徐孙庆先生、何启菊女士、胡欣先生、刘延平先生回避了表决。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一）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500 号
法定代表人：沈坚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95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11 月 21 日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顾问，资产托管，相关咨

询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简介
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股东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的全资子集团，是顺应新形势下上海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大潮、
按照上海城投“集团化、市场化、专业化”战略方针组建的、以整合城投资源、
参与市场竞争为己任的新型投资管理企业集团。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依托城投系统资源优势，秉承市场化发展、专业化运营理念，代表上海城投
从事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和市场化运营业务，集聚上海城投内部土地、物业、经
营性股权等相关资源，与上海城投各业务板块通过经济合作方式，建立以土地整
理、物业经营、策略投资为主的项目运营平台，从而充分发挥联结市场的纽带作
用，促进上海城投各板块的协同效应和乘数效应，努力开拓资产经营的业务领域，
为上海城投不断创造经济效益。
（二）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500 号 18 楼
法定代表人：冯经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土地储备前期开发，滩涂造地建设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区域开发，旧区改造，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物
业管理。
2、简介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集
团公司。自成立以来，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成为上海最重要的
城市更新平台，专注于事关上海长远发展的各项重大专项任务，包括区域整体开
发、旧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生态环境建设、保障房及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管理、
美丽乡村建设、黄浦江码头岸线投资建设管理、滩涂生态、开发区建设和功能提

升、大众养老等，努力成为上海城市有机更新的综合服务商和示范者，为上海城
市功能完善、环境改善和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关联关系
鉴于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地产星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5600 弄 9 号 202 室
法定代表人：徐峥嵘
注册资本：人民币 817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除经纪），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机电设备的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股权结构：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5360 万元，占 80％股权；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6340 万元，占 20％股权。
2、简介
上海地产星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绿地创驿大厦（“标的物业”）的
开发建设工作。该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 308 街坊 5/4 丘，土地使用
权面积 37433.90 平方米，项目业态包括一栋超高层写字楼、一栋高层写字楼及
一栋商业楼，具体如下：
（1）项目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500 弄 1 号、5 号、1558 号。
（2）项目业态：超高层办公 A 栋，54199.70 平方米；高层办公 B 栋，13891.59
平方米；商业裙楼 C 栋，29331.61 平方米。
（3）预测建筑面积：97422.90 平方米。
（4）项目建设情况：工程已竣工，正办理竣备手续，预计 2021 年底前获得
竣备证。

（5）项目自持情况：B 栋可即刻办理预售许可证，A 栋和 C 栋需在竣备后自
持 5 年。
3、主要财务数据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
的公司总资产为 237,498.23 万元，总负债为 156,056.75 万元，净资产为
81,441.47 万元。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标
的公司总资产为 239,980.20 万元，总负债为 158,591.82 万元，净资产为
81,388.38 万元。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
地产星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地产星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东洲评报字【2021】第 2167 号），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标的公司总资产合计为人
民币 673,470.28 万元，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159,246.49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人民币 514,223.79 万元。
于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 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81,388.38 万元，评估值
514,223.79 万元，评估增值 432,835.41 万元，增值率 531.81%。评估增值原因
主要是因账面价值反映的是开发项目的物业建造成本，而评估值反映了存货—开
发成本目前的市场价值，导致评估增值。
本次评估主要增减值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0 月 31 日
项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239,908.71
非流动资产
71.48
资产合计
239,980.20
流动负债
55,591.82
非流动负债
103,000.00
负债合计
158,591.82
股东全部权益
81,388.38

评估价值
673,398.80
71.48
673,470.28
55,674.07
103,572.42
159,246.49
514,223.79

增值额
433,490.09
0.00
433,490.09
82.25
572.42
654.67
432,835.41

单位：万元
增值率(%)
180.69
0.00
180.64
0.15
0.56
0.41
531.81

四、交易主要条款
1、交易各方
甲方：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价格
标的公司 60%股权转让价格为 30 亿元，乙、丙方分别出资 15 亿元购买标的
公司各 30%股权。
3、交易价款支付
第一笔交易款项。乙、丙方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的 1 个工作日内，
各自支付 7.5 亿元交易价款至甲方指定账户。
第二笔交易款项。乙、丙方应在取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的 1
个工作日内，各自支付 7.5 亿元剩余交易价款至甲方指定账户。
4、工商变更登记
在取得全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甲方配合乙、丙方办理标的公司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5、其他约定
（1）转让后，乙方、丙方将授权委托甲方，负责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以
及标的物业的运营。
（2）甲方承诺，收到交易全款之日后最多不超过 2 年，按乙、丙方实际投
入金额加每年 8%收益之和回购乙、丙方购买的全部股权（根据国资相关规定，如
届时评估值高于乙、丙方实际投入金额加每年 8%收益之和，则按届时评估值进
行回购）；不足一年的，按实际天数、以每年 8%收益率计算。
（3）丁方愿意为甲方履行本合同的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包含本次交易
中甲方应履行的责任以及届满赎回过程中甲方应履行的义务。
（4）如甲方或丁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内支付足额回购款，乙方和丙方
有权对逾期部分按逾期实际时间在原回购利率基础上加收 50％计息。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公司持续调结构、
促转型，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发展韧性。本次交易是国有股东支持公司发展
的有力举措，有助于公司改善现金流，增强抗风险能力，促进稳健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产生股权转
让收益，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晓漫、郑成良、华民、卢伯卿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书
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1、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股东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