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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207,842,339股，占总股本比例为27.0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8月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情况概述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008年1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证监许可【2008】80号文，
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或“本公司”）发行新
股购买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香江”）的相关资产。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文件请查阅2008年1月22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次发行股份对象为南方香江，发行价格为10.32元/股，发行数量为
143,339,544股。本次香江控股以发行股份为对价购买南方香江的相关资产，即
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51%股权、保定香江好天地置业有限公司（目前公
司已更名为“保定香江好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0%股权、成都香江家具
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天津市华运商贸物业有限公司20%股权、增城
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90%股权。上述标的公司目前均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原南方香江持有的上述标的公司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在香江控股名下，香江控股
和南方香江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办理完毕资产交割手续。2008年3月6
日，香江控股本次向南方香江发行的143,339,544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2、股份变动涉及的有限售条件股份锁定期安排
南方香江承诺本次向其发行新股完成后，南方香江在香江控股拥有权益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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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合计406,115,339股股份（包括2008年非公开发行前南方香江持有的香江控
股136,740,000股股份、2008年非公开发行新增之143,339,544股股份，以及实施
2008年中期利润方案后所新增的126,035,795股）自2008年定向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予转让。截止公告日前，上述股份一直处于限售状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08年10月13日召开的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本次分配以股本
529,525,9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送1.5
股,转增3股。公司实施该利润分配方案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股份增加至
207,842,339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在取得相关公司的内部批准，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必要核准、登记
及/或备案后，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
务所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以合法的方式将南方香江持有的 99.5%
沈阳香江好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香江”）的股权注入香江控股。
履行情况：沈阳香江自成立以来至 2009 年，盈利状况一直不佳，故经香江
控股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暂不收购南方香江持有的沈阳香江股
权的方案，两年后根据沈阳香江的经营情况再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讨论。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经查阅沈阳香江近年的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内档，认为
沈阳香江 2009 年至今经营状况仍然不见好转，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
健粤审〔2013〕386 号审计报告，沈阳香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利润为-424.88
万元。而且在该区域已有多家同类型家居卖场，同质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再加
上目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下，预计沈阳香江整体效益难有根本改观。同时，
若收购沈阳香江需投入大量资金，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广信
评报字[2013]第 073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沈阳香江
的评估价值为 77,767.90 万元。如果以巨额资金收购一个持续亏损的公司，非但
不能改善香江控股的业绩，相反可能会影响香江控股未来的盈利能力，损害投资
者的利益。另外，2012 年 6 月 5 日，沈阳香江去除“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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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并在工商局完成备案手续。沈阳香江目前已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与上市公司已不可能形成同业竞争。
因此，香江控股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
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收
购沈阳香江公司股权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4％，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不再收购该项资产，该项承诺履行完毕。
（二）在取得相关公司的内部批准，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必要核准、登记
及/或备案后，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
务所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以合法的方式将南方香江持有的天津市
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森岛三公司”）各 98%的股权注入香江控股。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0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广大非关联股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机收购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其后，随着天津房地产的回暖，为进一步做强、做大公司房地产主营业务，
提升公司整体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公司召开董事会第二十次、二十三次会议和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南方香江持有的天津
森岛、天津宝地和天津鸿盈各 98%的股权。后来由于国家有关房地产行业政策发
生较大变化，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上述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日期已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自 2010 年 12 月 16 日起失效，
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8 日发布《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到期失
效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现场核查访谈，并查阅了以上
公司近年的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内档后认为：因该地理区域供应量较大，以上公
司目前待售商品房较多，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处于亏损状态，发展能力堪
忧。2013 年 4 月 23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收购天津
森岛三公司股权的议案》，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98％，根据
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不再收购以上资产，该项承诺履行完毕。
（三）南方香江于非公开发行对注入资产利润贡献方面的承诺：南方香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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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51%股权、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90%股权、
保定香江好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成都香江家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00%股权及天津市华运商贸物业有限公司 20%股权按 10.32 元/股向深圳香
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购香江控股向其发行的不超过（含）14,334 万股 A 股，
此次认购完成后，按香江控股在所注入资产的权益比例计算，注入资产在 2008、
2009、2010 年三个会计年度向香江控股贡献的经审计实际税后净利润合计数不
低于人民币 55,905 万元，其中：2008 年为人民币 18,528 万元，2009 年为人
民币 19, 166 万元，2010 年为人民币 18,211 万元，不足部分将由南方香江于
香江控股 2008、2009、2010 年年报披露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及时、足额以现
金方式向香江控股补足。
履行情况：上述资产于 2008 年 2 月底注入完成后，经营、生产正常有序进
行，为公司业绩稳定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2008 年度自并购日起至 2008 年底，
按本公司收购的注入资产的权益比例计算，注入资产在 2008 年向公司贡献的经
审计实际税后净利润为人民币 19,771.56 万元，达到承诺要求。
2009 年度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出具华德审字[2009] 384
号、华德审字[2009]378 号、华德审字[2009]379 号、华德审字[2009]377 号及
华德审字[2009]315 号审计报告确认，上述注入资产经审计实际税后净利润为人
民币 216,219,519.19 元，已达到承诺要求。
2010 年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确认，上述注入资产经
审计实际税后净利润为人民币 24,976.15 万元，已达到承诺要求。
上述注入资产在 2008、2009、2010 年三个会计年度向香江控股贡献的经审
计实际税后净利润合计数均已达到承诺要求，该承诺履行完毕。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独立财务顾问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香江控股相关股东切实履行了非公开发行中做出的承诺，截止本核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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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出具日，香江控股及相关股东不存在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情
形。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等事项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为207,842,339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8月8日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南方香江集团
有限公司

207,842,339

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剩余限售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量
27.07%

七、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207,842,339

0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07,842,339 -207,842,339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07,842,339 -207,842,339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559,970,280

207,842,339

767,812,61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59,970,280

207,842,339

767,812,619

767,812,619

0

767,812,619

股份总额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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