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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主要交易之後續進展及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六家持有南京項目物業權益的

附屬公司的股權及債權

玆提述本公司 (1)日期為2010年9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透過全
資附屬公司中冶置業間接持股98.52%的項目公司通過競拍取得南京項
目；(2)日期為2014年5月29日的公告及日期為2014年8月29日的通函，內
容有關項目公司擬通過公開掛牌方式出售（其中包括）三角洲置業和寬
域置業的股權及債權；以及 (3)日期為2015年5月2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
項目公司擬通過公開掛牌方式出售喜瑪拉雅置業、大拇指發展、水清
木華置業以及麗笙置業的股權及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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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項目公司於 2015年8月12日與獨立第三方立方置業
簽署了六份產權交易合同，將項目公司持有的上述六家附屬公司，即
三角洲置業、寬域置業、喜瑪拉雅置業、大拇指發展、水清木華置業
以及麗笙置業100%股權及相關債權，以共計人民幣451,360.93萬元的對
價轉讓給立方置業。該六家擬轉讓附屬公司分別持有南京項目的部份
地塊。產權交易合同的生效取決於合同中約定的先決條件是否得到滿
足。各產權交易合同的主要條款相同，惟其中所涉及的附屬公司的資
料及就每一附屬公司應收取的對價除外。

主要交易之後續進展

出售三角洲置業及寬域置業100%股權及相關債權（即出售兩家附屬公
司事項）為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5月29日的公告及日期為2014年8月29日
的通函所述之主要交易的一部份。本公司謹此根據上述公告和通函更
新出售兩家附屬公司事項之後續進展。

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出售喜瑪拉雅置業、大拇指發展、水清木華置業及麗笙置業100%

股權及相關債權（即出售四家附屬公司事項）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高
於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的規定，其將構成本公司須予
披露交易，並須遵守有關申報和公告的規定。



– 3 –

I. 交易概述

玆提述本公司 (1)日期為2010年9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透過
全資附屬公司中冶置業間接持股 98.52%的項目公司通過競拍取得南
京項目；(2)日期為2014年5月29日的公告及日期為2014年8月29日的通
函，內容有關項目公司擬通過公開掛牌方式出售（其中包括）三角洲置
業和寬域置業的股權及債權；以及 (3)日期為2015年5月29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項目公司擬通過公開掛牌方式出售喜瑪拉雅置業、大拇指
發展、水清木華置業以及麗笙置業的股權及債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項目公司於2015年8月12日與獨立第三方立方置業
簽署了六份產權交易合同，將項目公司持有的上述六家附屬公司，
即三角洲置業、寬域置業、喜瑪拉雅置業、大拇指發展、水清木華置
業以及麗笙置業100%股權及相關債權，以共計人民幣451,360.93萬元
的對價轉讓給立方置業。該六家擬轉讓附屬公司分別持有南京項目
的部份地塊。產權交易合同的生效取決於合同中約定的先決條件是
否得到滿足。各產權交易合同的主要條款相同，惟其中所涉及的附
屬公司的資料及就每一附屬公司應收取的對價除外。

II. 產權交易合同簽署日期

2015年8月12日。

III. 產權交易合同雙方

(1) 項目公司（作為股權及債權出售方）

(2) 立方置業（作為買方）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確信，董事確認立方置
業及其實益擁有人，均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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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出售事項

立方置業同意購買，而項目公司同意轉讓六家附屬公司（即三角洲置
業、寬域置業、喜瑪拉雅置業、大拇指發展、水清木華置業以及麗笙
置業）各自的100%的股權及項目公司對該等公司的全部債權。本次交
易完成後，上述六家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V. 轉讓附屬公司的基本情況

1. 三角洲置業

三 角 洲 置 業 於2014年2月13日 成 立，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2,000萬
元，經營範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企業管理、物業管理、酒店管
理、房地產經紀及商品房銷售代理。其主要資產為待開發土地
09-10及09-11地塊，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以東，南至中山北
路，北至石橋街，西至惠民大道，東至熱河南路，佔地總面積為
15,234.36平方米，規劃用地性質為商務辦公混合用地，規劃建築
面積90,566.94平方米。

根據中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的評估結果，於 2015年4

月27日，三角洲置業淨資產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001.44萬元，
項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61,397.27萬元。三角洲置
業的評估值為人民幣 99,829.06萬元，包括 100%股權對應評估值
為人民幣38,431.78萬元，項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評估價值為人民幣
61,397.27萬元。

根據立信中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江蘇分所的審計結
果，三角洲置業 2014年稅前淨利潤為人民幣1.93萬元，稅後淨利
潤為人民幣1.44萬元，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27日虧損為人民
幣0.00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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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寬域置業

寬域置業於2014年2月13日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00萬元，經
營範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企業管理、物業管理、酒店管理、房
地產經紀及商品房銷售代理。其主要資產為待開發土地07-04地
塊，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以東，南至鐵路埂，北至龍江路，
西至中央大道，東至惠民大道，佔地總面積為18,481.6平方米，規
劃用地性質為商業金融業用地，規劃建築面積 64,685.6平方米。

根據中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的評估結果，於 2015年4

月27日，寬域置業淨資產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001.50萬元，項目
公司對其債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43,280.29萬元。寬域置業的評
估值為人民幣67,949.87萬元，包括100%股權對應評估值為人民幣
24,669.58萬元，項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評估價值為人民幣 43,280.29

萬元。

根據立信中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江蘇分所的審計結
果，寬域置業 2014年稅前淨利潤為人民幣2.00萬元，稅後淨利潤
為人民幣1.50萬元，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27日虧損為人民幣
0.0014萬元。

3. 喜瑪拉雅置業

喜瑪拉雅置業於 2014年5月22日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00萬
元，經營範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商業經營管理、物業管理、酒
店經營管理、商鋪租賃及商品房銷售。其主要資產為待開發土地
07-01及07-02地塊，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以東，南至中山北
路、北至石橋街、西至惠民大道、東至熱河南路，佔地總面積為
9,731.39平方米，規劃用地性質為商服、商務辦公以及酒店式公
寓用地，規劃建築面積53,127.13平方米。



– 6 –

根據中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的評估結果，於 2015年4

月27日，喜瑪拉雅置業淨資產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000萬元，項
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3,746萬元。喜瑪拉雅置業
的評估值為人民幣54,337.72萬元，包括100%股權對應評估值為人
民幣30,591.72萬元，項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評估價值為人民幣23,746

萬元。

由於喜瑪拉雅置業成立時間較短，且目前僅持有相關土地資產，
尚未正式開展其土地開發業務，該公司於本公告刊發日以前的
兩個財政年度內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後尚未有盈虧產生。

4. 大拇指發展

大拇指發展於2014年5月22日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00萬元，
經營範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商業經營管理、物業管理、酒店經
營管理、商鋪租賃及商品房銷售。其主要資產為待開發土地07-05

及07-07地塊，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以東，南至中山北路、北
至石橋街、西至惠民大道、東至熱河南路，佔地總面積為14,404.27

平方米，規劃用地性質為文化娛樂、商業、金融業用地，規劃建
築面積31,637.53平方米。

根據中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的評估結果，於 2015年4

月27日，大拇指發展淨資產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000萬元，項目
公司對其債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13,324萬元。大拇指發展的評
估值為人民幣33,272.07萬元，包括100%股權對應評估值為人民幣
19,948.07萬元，項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評估價值為人民幣13,324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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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拇指發展成立時間較短，且目前僅持有相關土地資產，尚
未正式開展其土地開發業務，該公司於本公告刊發日以前的兩
個財政年度內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後尚未有盈虧產生。

5. 水清木華置業

水清木華置業於 2014年5月22日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00萬
元，經營範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商業經營管理、物業管理、酒
店經營管理、商鋪租賃及商品房銷售。其主要資產為待開發土
地07-08、07-09地塊，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以東，南至中山北
路、北至石橋街、西至惠民大道、東至熱河南路，佔地總面積為
15,565.86平方米，規劃用地性質為商服、商務辦公以及酒店式公
寓用地，規劃建築面積113,490.83平方米。

根據中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的評估結果，於 2015年4

月27日，水清木華置業淨資產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000萬元，項
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53,001萬元。水清木華置業
評估值為人民幣116,247.03萬元，包括100%股權對應評估值為人民
幣63,246.03萬元，項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評估價值為人民幣53,001

萬元。

由於水清木華置業成立時間較短，且目前僅持有相關土地資產，
尚未正式開展其土地開發業務，該公司於本公告刊發日以前的
兩個財政年度內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後尚未有盈虧產生。



– 8 –

6. 麗笙置業

麗笙置業於2014年5月22日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00萬元，
經營範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商業經營管理、物業管理、酒店經
營管理、商鋪租賃及商品房銷售。其主要資產為待開發土地07-

10、07-11、07-13、07-14地塊，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以東，南至
中山北路、北至石橋街、西至惠民大道、東至熱河南路，佔地總
面積為37,071.58平方米，規劃用地性質為商服、商務辦公以及酒
店式公寓用地，規劃建築面積75,998.97平方米。

根據中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的評估結果，於 2015年
4月27日，麗笙置業淨資產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 2,000萬元，項目
公司對其債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34,831萬元。麗笙置業的評估
值為人民幣 79,725.18萬元，包括 100%股權對應評估值為人民幣
44,894.18萬元，項目公司對其債權的評估價值為人民幣34,831萬
元。

由於麗笙置業成立時間較短，且目前僅持有相關土地資產，尚未
正式開展其土地開發業務，該公司於本公告刊發日以前的兩個
財政年度內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後尚未有盈虧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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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產權交易合同的主要內容及履約安排

1. 轉讓總對價

本次交易總對價為人民幣451,360.93萬元（其中出售兩家附屬公司
事項的總對價為人民幣167,778.93萬元，及出售四家附屬公司事
項的總對價為人民幣283,582萬元），由雙方透過上海聯合產權交
易所的公開掛牌程序所達成，且為起拍價，該公開掛牌乃按中國
的相關法律及規例進行。具體轉讓對價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序號

出售的

附屬公司

100%股權

對價

項目公司對

附屬公司

債權對價 總對價

1 三角洲置業 38,431.78 61,397.27 99,829.06

2 寬域置業 24,669.58 43,280.29 67,949.87

3 喜瑪拉雅置業 30,591.72 23,746 54,337.72

4 大拇指發展 19,948.07 13,324 33,272.07

5 水清木華置業 63,246.03 53,001 116,247.03

6 麗笙置業 44,894.18 34,831 79,725.18   

合計 221,781.36 229,579.56 451,360.93
   

註 :  表中分項金額與合計金額間的差異主要由於四捨五入保留小數點後兩
位所致。

2. 履約安排

本次交易的對價將採用分期付款方式。首期價款（含保證金）為立
方置業應支付的本次交易價款總額的30%，立方置業應在產權交
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個工作日內支付至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指
定銀行賬戶；其餘價款，立方置業在產權交易合同簽訂之日起 1

年內付清。



– 10 –

3. 產權交易合同生效的先決條件

產權交易合同生效取決於下列先決條件的滿足（合同雙方均不能
豁免以下任何一項條件）：

(1) 立方置業的控股公司上海証大根據適用的香港法律法規（包
括上市規則）的要求通過所需上海証大股東大會批准產權交
易合同及其項下交易；

(2) （如需要）取得所有相關政府機構和監管部門等就產權交易
合同及其交易項下之所有批准及同意。

如所有前述先決條件不能於產權交易合同簽署日期後六個月內
（或產權交易合同雙方另行書面同意的另一較後日期）完成，則
產權交易合同應自動終止及失效。

VII.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對本公司的預計影響

2010年9月19日項目公司通過競拍取得南京項目第1號和第3號地塊的
土地使用權後，積極推進相關工作。由於第1號和第3號地塊整體開
發體量較大，項目開發週期較長，為保證項目投資收益，中冶置業及
項目公司將優先集中力量推進第3號地塊的開發，並擬根據項目規劃
所確定的業態引進其他方參與第 1號地塊的開發或分階段通過股權
掛牌的方式進行轉讓。前期已完成部份股權轉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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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有利於增加公司現金流入，減少應收賬款，降低帶息負債規
模。六家附屬公司的股權轉讓按照各公司股權評估價值平價轉讓，
其債權轉讓按照各公司債權評估價值平價轉讓。基於本次交易的轉
讓對價及賬面值並減去有關費用計算，本次交易完成後，預期本集
團將獲得淨利潤約人民幣 7.75億元（未經審計）。其中，出售兩家附屬
公司事項預期將獲得淨利潤約人民幣2.00億元（未經審計），而出售四
家附屬公司事項預期將獲得淨利潤約人民幣5.75億元（未經審計）。本
次交易所得款項擬用於補充營運資金及中冶置業其他房地產項目的
開發。

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之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VIII. 上市規則之涵義

出售兩家附屬公司事項為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5月29日的公告及日期
為2014年8月29日的通函中所述之主要交易的一部份。本公司謹此根
據上述公告和通函更新出售兩家附屬公司事項之後續進展。

由於出售四家附屬公司事項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高於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的規定，其將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
並須遵守有關申報和公告的規定。

IX. 一般資料

本集團是以強大的冶金施工能力為依託，以工程承包、房地產開發、
裝備製造及資源開發為主業的多專業、跨行業和跨國經營的大型企
業集團。

項目公司於 2009年8月8日在南京市註冊成立，其主營業務是房地產
開發經營。

立方置業於2013年11月15日在南京市註冊成立，主要業務是在南京
市下關濱江永寧街09-09地塊從事房地產開發、建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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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於2008年12

月1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

「大拇指發展」 指 南京大拇指商業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於
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兩家附屬公司 

事項」
指 立方置業同意購買，而項目公司同意轉

讓三角洲置業及寬域置業各自 100%的股
權及項目公司對該等公司的全部債權；

「出售四家附屬公司 

事項」
指 立方置業同意購買，而項目公司同意轉

讓喜瑪拉雅置業、大拇指發展、水清木華
置業及麗笙置業各自 100%的股權及項目
公司對該等公司的全部債權；

「產權交易合同」 指 項目公司於2015年8月12日與立方置業就
出售三角洲置業、寬域置業、喜瑪拉雅置
業、大拇指發展、水清木華置業以及麗笙
置業分別簽署的六份產權轉讓合同中的
一份或全部；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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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寬域置業」 指 南京證大寬域置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1號地」 指 項目公司於2010年9月19日通過競拍取得
其土地使用權的南京市下關區（現已併入
鼓樓區）濱江江邊路以西1號地塊，佔地面
積353,664.3平方米；

「3號地」 指 項目公司於2010年9月19日通過競拍取得
其土地使用權的南京市下關區（現已併入
鼓樓區）濱江江邊路以西3號地塊，佔地面
積313,879.4平方米；

「立方置業」 指 南京立方置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
立的公司，企業性質為有限責任公司（台
港澳法人獨資），為上海證大的非全資附
屬公司；

「麗笙置業」 指 南京麗笙置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冶置業」 指 中冶置業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全資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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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項目」 指 指2010年9月19日項目公司通過競拍取得
南京下關區濱江江邊路以西第 1號和第3

號地塊的土地使用權並進行土地開發的
項目；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
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項目公司」 指 南京臨江老城改造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
公司間接持有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三角洲置業」 指 南京證大三角洲置業有限公司，一家於
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証大」 指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
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755），為立方置業
的控股公司；

「水清木華置業」 指 南京水清木華置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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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 指 出售兩家附屬公司事項及出售四家附屬
公司事項；及

「喜瑪拉雅置業」 指 南京喜瑪拉雅置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林曉輝

公司秘書

北京，中國
2015年8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國文清先生及張兆祥
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經天亮先生及林錦珍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余海龍先生、任旭東先生及陳嘉強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