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16-15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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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泛海”）及其
全资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山公司”）负
责大连泛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的开发建设。该项目位于大连市旅顺
口区，分为一级开发填海造地和二级开发建设住宅、度假公寓、精品
度假酒店及水上活动中心等。
为加速推进上述项目开发建设，大连泛海、黄金山公司拟向浙商
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信托”）申请金额合计 20
亿元的信托贷款。本公司须为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该项信托融资计划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1）融资主体：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大连黄金山投资
有限公司；
（2）融资用途：用于大连泛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填海造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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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3）融资金额：大连泛海申请的融资金额为 8 亿元，黄金山公
司申请的融资金额为 12 亿元，合计 20 亿元；
（4）融资期限：2 年，满 1 年可提前还款；
（5）风险保障措施：本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待
大连泛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提供抵押担保；
在落实土地抵押前，以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持有的大连泛海 100%股权和大
连泛海持有的黄金山公司 100%股权提供质押，待落实土地抵押后再
解除股权质押。
2.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公司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泛海控股国际金融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国际金融”）拟以
1,096,905,666.00 港元收购华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
国际”，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952.HK）51%股份（按全面摊薄基准）
。此外，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
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颁布的《公司收购、合
并及股份回购守则》，完成交易后，泛海国际金融须就华富国际全部
已发行股份（不包括泛海国际金融已通过本次收购持有之股份）及所
有尚未行使的认股权和购股权作出无条件强制现金要约。若上述认股
权和购股权在该等要约截止日期前全部行使（以下简称“全面收购要
约”），则要约收购价格最多可达 1,053,889,756.02 港元。鉴于此，本
次交易金额（包括要约收购金额）上限为 2,150,795,422.02 港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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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尚待满足香港证监会批准等条件方可完成。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刊载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为满足上述收购事项的资金需求，泛海国际金融拟向海通国际证
券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16.08 亿港元的融资额度。
本次融资的主要内容如下：
（1）融资主体：泛海控股国际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2）融资规模：不超过 16.08 亿港元；
（3）用款项目：不超过 5.53 亿港元用于本次专项收购，剩余融
资款项将作为全面收购要约之备用信贷额度及其他支出；
（4）融资期限：12 个月；
（5）风险保障措施：本公司就本次融资提供安慰函；公司境外
全资子公司中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泛海国际金融 100%股权，以下
简称“中泛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泛海国际金融取得华富国际
股份后，以其股份（不可低于华富国际全部已发行股本的 51%）设立
质押担保。
3. 为更好地发挥公司海外平台优势，做大做强公司海外业务，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泛集团拟向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信银国际”）申请不超过 2 亿美元的融资，本公司将通过内保
外贷方式为本次融资提供担保。
关于本次融资具体内容如下：
（1）融资主体：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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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款项目：境外项目投资、境外股权收购、支付境外债券
利息、偿还境外贷款和其他境外资本性支出；
（3）融资规模：不超过 2 亿美元；
（4）融资期限：12 个月；
（5）风险保障措施：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
简称“中信银行总行”）向信银国际开具总额 14 亿元的银行保函（或
备用信用证）
。为取得该银行保函（或备用信用证），公司以 14 亿元
人民币作为保证金设立质押，向中信银行总行提供反担保。
4. 为推进武汉中央商务区地下交通环廊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公司拟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8 亿元的
信托贷款。本公司须为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该项信托融资计划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1）融资主体：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融资用途：用于支付“武汉中央商务区基础设施（地下交
通环廊）项目”未付工程款及认购保障基金的专项资金；
（3）融资金额：8 亿元；
（4）融资期限：1 年，满 3 个月可提前还款；
（5）风险保障措施：本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
武汉公司持有的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10.2 亿元股权设立质押担保。
在上述保证担保、质押担保办妥前，由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以武汉公司持有的武汉中心
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提供阶段性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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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全资子公司通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建设”）
负责上海董家渡 10 号地块、12 号地块、14 号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2015 年 12 月 29 日，通海建设与上海市黄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签
署了《黄浦区 640－642 街坊（董家渡 12 号地块）房屋征收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董家渡 12 号地块
为旧城区改建项目，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征收费用暂定为 88 亿元，
由通海建设按照征收工作进展分阶段支付。
为推进上海董家渡 12 号地块项目的拆迁进度，通海建设拟向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6 亿元融资，用于支付上述房屋征
收费用，本公司须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融资计划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1）融资主体：通海建设有限公司；
（2）融资规模：6 亿元；
（3）融资用途：用于支付上海董家渡 12 号地块的房屋征收费用；
（4）融资期限：不超过 5 年；
（5）风险保障措施：本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董
家渡 12 号地块取得净地土地证后追加抵押（根据通海建设与上海市
黄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框架协议，董家渡 12 号地块力争在
2018 年底完成房屋征收工作或具备交地条件）。
（二）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1. 上述序号1—序号4担保事项均经2016年12月26日召开的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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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均不构成关联交易，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临时会
议，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同意 2016 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
担保额度不超过 877.1 亿元（其中本公司为通海建设提供担保的额度
为 100 亿元）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包含《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上述信息详见 2016 年 3 月 5 日、2016 年 3
月 22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公告。
上述序号 5 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长按照上述授
权审批了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5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市场街 10 号 204
法定代表人：郑东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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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房地产及旅游项目开发、物业
管理（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建筑设备、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武汉公司持有大连泛海 100%股
权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2016 年 1-9 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190,739.94

225,920.09

净资产

18,309.73

18,082.75

0.00

0.00

-317.32

-226.98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二）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市场街 10 号
法定代表人：韩晓生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泛海持有黄金山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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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2016 年 1-9 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90,068.62

116,143.86

净资产

1,779.64

1,778.09

0.00

0.00

-42.50

-1.55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三）泛海控股国际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17 日
注册地址：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注册资本：5 万美元
董

事：韩晓生、刘国升、郑东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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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港币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2016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390,000.00

382,307.64

净资产

390,000.00

382,307.64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7,692.36

（四）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30 日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中国银行大厦 64 楼
注册资本：2 亿美元
董

事：韩晓生、刘洪伟、刘国升、郑

东

赵英伟、陈贤胜、石悦宏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投资、电力能源业务、财务投资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2016 年 1-9 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1,695,365.14

2,419,523.88

净资产

430,077.06

467,989.92

营业收入

23,501.30

14,620.09

净利润

-20,012.25

2,557.84

（五）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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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 198 号泛海城市广场 12 层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科技、文化、教育、金
融等产业项目投资；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商业房屋租赁；
停车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98.67%，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泛海信华置
业有限公司持股 1.33%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2016 年 1-9 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7,689,245.20

10,582,322.20

净资产

2,464,644.83

3,370,188.71

营业收入

899,610.22

1,677,179.54

净利润

164,609.73

227,589.74

（六）通海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24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18 号（实际楼层 8 层）名义
楼层第 10 层 1006A 室
法定代表人：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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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经营，酒店管理，物
业管理，企业收购及兼并，资产管理，新技术、新产品的投资；通信
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建筑、装饰材料，经济信息咨询，商务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武汉公司持有通海建设 100%股
权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2016 年 1-9 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676,490.52

2,365,288.02

净资产

243,022.89

786,432.03

173.31

978.42

-3,001.66

-4,098.28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均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
公司相关要求。
鉴于：
1. 大连泛海和黄金山公司申请的融资将用于大连泛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项目的填海造地工程，填海形成的七个地块分别由大连泛海和
黄金山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该项目已于2011年9月开工，项目开发建
设进展顺利。
2. 泛海国际金融申请的融资将用于其收购华富国际51%股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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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摊薄基准）及由此触发的全面要约收购。华富国际为香港全牌照
券商，而香港作为靠近内地的最具效率的国际化资本市场，先天优势
显著且前景持续看好，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陆续实施，香港券商牌
照的价值日益凸显。若本次收购顺利完成，华富国际将成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公司将构建起“民生证券+华富国际”的境内外双券商平
台的战略布局，有助于提高公司金融板块的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
3. 中泛集团申请的融资将主要用于其境外项目投资、境外股权
收购、偿还境外贷款等。中泛集团系公司境外投融资平台，旗下拥有
多个海外地产项目，且均已完成交割，陆续进入开发期，其中洛杉矶
泛海广场项目、旧金山泛海中心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同时中泛集团
自身投资能力不断增强，因此资金需求量有所增加，本次融资符合其
经营发展需要。
4. 武汉公司申请的融资将用于武汉中央商务区地下交通环廊项
目的开发建设。武汉公司主要负责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的开发建设，
本次融资将有利于武汉中央商务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功能的提
升，进而推动武汉中央商务区顺利销售，符合公司发展要求。
5. 通海建设申请的融资将用于上海董家渡 12 号地块的拆迁工
作。通海建设负责上海董家渡项目的开发建设，上海董家渡 10 号地
块已于 2015 年上半年完成全部拆迁，且于 2015 年 11 月下旬部分开
盘，销售情况良好。12 号地块用地面积约 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 21 万平方米，规划业态为住宅、商业，目前已完成第二轮拆迁征
询工作，该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正式生效。本次融资将有利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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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进程，实现土地价值释放。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大连泛海、黄金山公司、中泛集团、
武汉公司、通海建设融资提供担保，以及中泛集团为泛海国际金融融
资提供担保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融资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为9,881,899.01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公司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960.49%；
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5,954,856.64万元，占公司2015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578.80%。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目
前，公司不存在对公司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其他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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