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7-085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股权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发布《关于公司开展股权合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现就该事项进行补充，具体如下： 

一、关于收购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 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一）关联方远洋地产有限公司股权关系说明 

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地产”）的控股股东为远洋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集团”），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远洋集团的第一大股

东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9.98%。 

（二）交易标的财务信息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远和”）资产

总额 270,000 万元，负债总额 270,000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0 万元，净资产 0 万

元；自成立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远和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营业利润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原则说明 

北京远和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DX00-0102-0901 地块（以

下简称“0901 地块”），0901 地块由远洋地产于 2017 年 8 月以挂牌竞买的形式公

开获取，土地成交价格 270,000 万元。 

北京远和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未形成损益，且主要资产价格未发

生重大变化，因此，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为北京远和所拥有之 0901 地块的原始

土地价款的 25%即 6.75 亿元。 

二、关于转让北京融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一）关联方北京德俊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关系说明 

北京德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俊”）的控股股东为远洋集团，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远洋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29.98%。 

（二）交易标的财务信息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京融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融平”）

资产总额 229,028.62 万元，负债总额 229,114.50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0 万元，净

资产-85.88 万元；自成立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融平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营业利润-114.5 万元，净利润-85.8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万元。

北京融平依照税务规定缴纳了印花税 114.5 万元（税费由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承

担），形成损益-85.88 万元，影响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利润。 

（三）交易的定价原则说明 

北京融平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其全资子公司北京融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融德”）的全部股权，北京融德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北京市大兴区黄

村镇 DX00-0102-0702 地块（以下简称“0702 地块”），该地块为北京融平于 2017

年 7 月以挂牌竞买的形式公开获取，土地成交价格 229,000 万元。 

北京融平自成立以来未开展相关业务，主要资产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为北京融德所拥有之 0702 地块的原始土地价款的 49%即

11.221 亿元。 

详情请关注附后的《关于公司开展股权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 日 

 



附件：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股权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1 票

回避表决、0 票弃权，0 票反对，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远和置业有限

公司 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转让北京融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收购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 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融鑫汇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融鑫汇达”）拟收购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地产”）持有的北京远和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远和”）25%股权和债权。 

2、由于公司董事上官清女士在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集

团”）担任董事，而此次交易对方远洋地产属于远洋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远洋地产属于公司关联方，此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董事会同意北京融鑫汇达以不超过 6.75 亿元的价格收购北京远和 25%股

权和债权。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项交易涉及金额决策权限

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此项议案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规定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简介 

名称：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明 

注册资本：706,487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56 号远洋国际中心 A 座 31 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相关咨询；酒店和度假村的经营管理；出租

自有商业用房、出租自有办公用房。 

远洋地产的控股股东为远洋集团，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远洋集团的第一

大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9.98%。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远洋地产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资产总额

17,108,725 万元，负债合计 12,877,13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231,587 万元。 

2、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公司董事上官清女士在远洋集团担任董事，而此次交易对方远洋地产属

于远洋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远洋地产属于公司关

联方，此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北京远和 25%股权和债权。 

1、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17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政府东配楼 308 室； 

法定代表人：庄江波；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技术服务、转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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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标的股权结构 

远洋地产持有北京远和 100%股权。 

3、北京远和主要财务信息（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京远和资产总额 270,000 万元，负债总额 270,000 万

元，应收款项总额 0 万元，净资产 0 万元；自成立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远

和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营业利润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 万元。 

4、北京远和持有资产情况 

北京远和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DX00-0102-0901 地块（以

下简称“0901 地块”）。0901 地块由远洋地产于 2017 年 8 月以挂牌竞买的形式公

开获取，土地成交价格 270,000 万元，开发主体为远洋地产全资子公司北京远和。

0901 地块建设用地面积 28,212.352 平米，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70,531 平米，土地

性质为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5、北京远和目前不存在尚未完结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复议等法律事件，所

拥有之项目权属清晰，无抵押。 

（四）交易的定价原则及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 

北京远和持有的主要资产为 0901 地块，由远洋地产于 2017 年 8 月以挂牌竞

买的形式公开获取，土地成交价格 270,000 万元。 

北京远和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未形成损益，且主要资产价格未发

生重大变化，因此，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为北京远和所拥有之 0901 地块的原始

土地价款的 25%即 6.75 亿元。 

2、主要内容 

远洋地产应在北京远和具备股权转让条件后规定时间内完成股权交割，北京



融鑫汇达按约定支付交易价款。交割完成后，北京融鑫汇达持有北京远和 25%

股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融鑫汇达收购北京远和 25%股权，参与北京远和拥有之项目的开发建

设，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此次股权收购事宜，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

需要。 

（六）2017 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初至本次事项审议之时，公司与关联人远洋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额为 23.0723 亿元。 

二、关于转让北京融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北京融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融平”）49%股权及债权转让予北京德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俊”）。 

2、由于公司董事上官清女士在远洋集团担任董事，而此次交易对方北京德

俊属于远洋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京德俊属于公

司关联方，此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董事会同意北京融平以 11.221亿元将其 49%股权及债权转让予北京德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项交易涉及金额决策权限

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此项议案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规定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简介 

名称：北京德俊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文勇； 



注册资本：9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甲 51 号楼 204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项目投资；资产管理；酒

店管理。 

北京德俊的控股股东为远洋集团，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远洋集团的第一

大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9.98%。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北京德俊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资产总额

1,101,411 万元，负债合计 903,529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97,882 万元。 

2、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公司董事上官清女士在远洋集团担任董事，而此次交易对方北京德俊属

于远洋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京德俊属于公司关

联方，此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北京融平 49%股权及债权。 

1、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融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楼等 2 幢甲 9 号楼 10 层 1001-34 ； 

法定代表人：李亮 ；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会议服务；酒店管理；承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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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标的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长安（北京）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北京融平 100%股权。 

3、北京融平主要财务信息（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京融平资产总额 229,028.62 万元，负债总额 229,114.5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0 万元，净资产-85.88 万元；自成立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北京融平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营业利润-114.5 万元，净利润-85.88 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万元。北京融平依照税务规定缴纳了印花税 114.5 万

元（税费由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承担），形成损益-85.88 万元，影响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和净利润。 

4、北京融平持有资产情况 

北京融平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其全资子公司北京融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融德”）的全部股权，北京融德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北京市大兴区黄

村镇 DX00-0102-0702 地块（以下简称“0702 地块”）。0702 地块为北京融平于

2017 年 7 月以挂牌竞买的形式公开获取，土地成交价格 229,000 万元，开发主体

为北京融平全资子公司北京融德。0702 地块建设用地面积 22,717.915 平米，地

上规划建筑面积 56,795 平米，土地性质为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5、北京融平目前不存在尚未完结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复议等法律事件，其

全资子公司北京融德所拥有之项目权属清晰，无抵押。 

（四）交易的定价原则及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 

北京融平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其全资子公司北京融德的全部股权，北京融德持

有的主要资产为 0702 地块，该地块为北京融平于 2017 年 7 月以挂牌竞买的形式

公开获取，土地成交价格 229,000 万元。 

北京融平自成立以来未开展相关业务，主要资产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为北京融德所拥有之 0702 地块的原始土地价款的 49%即

11.221 亿元。 

2、主要内容 



双方按约定办理股权交割，北京德俊相应支付交易价款。交割完成后，北京

德俊持有北京融平 49%股权，并间接持有北京融平全资子公司北京融德 49%股

权；公司持有北京融平 51%股权，并间接持有北京融德 51%股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北京融平 49%股权转让予北京德俊后，双方共同开发建设北京融德所

拥有之项目。此次股权转让事宜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业

务发展需要。 

（六）2017 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初至本次事项审议之时，公司与关联人远洋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额为 23.0723 亿元。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上述关

联交易，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属

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导致的行为，有利于公司业务开展，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关联交易定价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四、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符合公司经营

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