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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1、2021年 10月 19日，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

芬等 37 名股东与益悦置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将 2021 年 6 月
21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有权解除协议条款的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除以上条款变
更外，其余条款仍按已签署的协议约定执行。 本报告书就本次权益变动的交易各方所签署的《股份转
让协议补充协议（三）》事项进行补充说明，具体参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2、2021年 8月 16日，益悦置业与北京天象签署了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益悦置业拟受让北京天象
持有的合诚股份 16,147,700股，对应合诚股份总股本的 8.05%，合诚股份已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披露
了益悦置业编制的《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
见，益悦置业相应修订本报告书中“未来 12个月继续增持股份计划”内容，具体参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报告

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
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与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合诚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益悦置业 指 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建发集团 指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建发房产 指 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建发股份 指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益能国际 指 益能国际有限公司
利柏商务 指 厦门利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建发国际 指 建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发集团 指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华益工贸 指 厦门华益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会展 指 厦门国际会展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聚惠 指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盛泰鑫 指 深圳市盛泰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豪敦 指 上海豪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豪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象 指 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二次修订稿）》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益悦置业受让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
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7 名股东所持合诚股份 33,008,502 股， 占协议签订时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6.46%

核心团队股东 指 合诚股份中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 7 名
股东构成的核心团队股东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股份转让协议》 指
2021年 6月 21日益悦置业作为甲方与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
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8 名股东签署的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指
2021年 6月 21日益悦置业作为甲方与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
志勋、沈志献及郭梅芬七人签署的《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 指
2021年 6月 21日建发房产作为甲方与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
志勋、沈志献、郭梅芬七人作为乙方，合诚股份作为丙方，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

《终止协议》 指 2021年 8月 10日益悦置业作为甲方与深圳聚惠签署的《终止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 指 2021年 8月 10日益悦置业作为甲方与盛泰鑫、 上海豪敦及武若愚签署的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 指
2021 年 10 月 19 日益悦置业作为甲方与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
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7 名股东签署的《合诚工
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厦门市国资委 指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元 /股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元 /股

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
异。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 95号运通中心 604B单元之八十五
法定代表人 林伟国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303285066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厦门利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物业管理；对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房屋建筑业；建筑装饰业；其他
工程准备活动（不含爆破）；市政道路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
（不含爆破）；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五金零售；涂料零
售；卫生洁具零售；木质装饰材料零售；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
售；建材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经营期限 2015年 5月 18日至 2065年 5月 17日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三十五层
联系电话 0592-226336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1、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股权结构如下：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的控股股东为利柏商务，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资委。 益悦置业

系利柏商务 100%控股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厦门利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 8楼 A区之六
通讯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 8楼 A区之六
法定代表人 卢金文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3年 9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753730884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03年 9月 29日至 2053年 9月 29日
经营范围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
务的情况

（1）益悦置业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1 苏州兆坤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2 张家港建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3 龙岩利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4 长沙兆禧房地产有限公
司 5,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
地产信息咨询；商业地产咨询。

5 福建兆和房地产有限公
司 5,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外商投资限制性和禁
止性项目除外）；房地产信息咨询；建筑材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批发
兼零售；物业服务。

6 珠海斗门益发置业有限
公司 1,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
务；房屋租赁；房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修
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7 无锡建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60,000.00 97.7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8 苏州兆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000.00 97.5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9 厦门兆琮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40,000.00 95.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10 福建兆联房地产有限公
司 80,000.00 7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

物业服务；建材批发。

11 建瓯嘉景房地产有限公
司 25,000.00 7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

营。

12 张家港建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000.00 7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13 福州平晋房地产有限公
司 200,000.00 51.60

房地产开发经营；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地
产信息咨询；酒店管理（不含餐饮、住宿经
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相应资质
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建材批发；
物业管理；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住房租
赁经营。

14 厦门兆祁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50,000.00 5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15 北京兆丰建融置业有限
公司 140,000.00 5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

管理。
（2）利柏商务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益悦置业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利柏商务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

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1 广西南宁百益商贸有限公
司 2,340.80 87.52

房屋租赁；销售：五金交电（除助力自行车）、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日用化妆
品、文化体育用品、钟表眼镜、日杂、厨房设
备、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木材）、钢材；
对商业、饮食业、食品及副食品生产、旅社、
停车场、物业管理行业的投资；物业管理服
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自营
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

（3）建发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厦门市国资委通过建发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1 厦门建 发 集
团有限公司 675,000.00 厦门市国资委持

股 100%

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运营、管理授权范
围内的国有资本；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
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其他未
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黄金
现货销售；白银现货销售；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

2 厦门建 发 股
份有限公司 286,342.25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47.38%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贸易代理；其他贸易经纪与代
理；谷物、豆及薯类批发；饲料批发；棉、麻批发；林业产
品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其他
预包装食品批发；第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纺织品、针
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石油制品批发（不含
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其他化工产品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车辆批发；汽车
零配件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
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
批的经营项目）；第二、三类医疗器械零售；其他车辆零
售；酒、饮料及茶叶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
项）；黄金、白银的现货交易。

3
厦门建 发 旅
游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12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5%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5%

旅游业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

4
厦门国 际 会
展 控股 有限
公司

15,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9%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1%

1、投资建设经营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及其配套设施；2、土
地开发与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管理；3、主承办国际国内各
种会议、展览业务、国际展览会的物品留购；4、建筑材
料、电器机械及器材批发、零售；5、信息咨询服务。

5
厦门会 展 集
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5,000.00
厦 门 会 展 持 股
96%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4%

会议及展览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经营性演出及经纪
业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体育场馆；体育组织；体育经纪人；其他文化艺术经
纪代理（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商务服
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机械设备
仓储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物
业管理；停车场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其他未列明清洁
服务（不含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事项）；艺术表演场馆的
管理（不含文艺演出）；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其他未
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娱
乐及体育设备出租；其他文化及日用品出租；经营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人
力资源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力供应。

6 厦门华 益 工
贸有限公司 71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100%

１、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的其它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加工贸易（对销贸易、转口贸易）业
务；２、批发、零售机械、电子设备、摩托车及零配件、汽
车零配件、建筑材料、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金属材
料、日用杂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首饰）;燃料油（不
含成品油）。

7
福建嘉 悦 投
资 发展 有限
公司

1,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5%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5%

对酒店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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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武夷山 大 红
袍 山庄 开发
有限公司

53,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46%

旅游酒店投资，度假休闲养生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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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厦门建 发 新
兴 产业 股权
投 资有限 责
任公司

10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0%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10%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10 建发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 100万港币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100% 投资。

11
厦门建 发 医
疗 健康 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5%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5%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
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其他未列明商务服
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12
厦门建 发 文
创 体育 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5%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5%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

13
厦门建 发 金
融 投资 有限
公司

1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0%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10%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
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其他未列明商
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黄金现货销售；
白银现货销售。

14
建发房 地 产
集 团有 限公
司

20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45.346%
建 发 股 份 持 股
54.654%

1、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及管理；2、房地产咨询；3、批发、零
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险物品）；
4、装修、装饰；5、经营本企业自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15
上海兆 御 投
资 发展 有限
公司

1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10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得从
事经纪）；房地产开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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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厦门建 发 优
客 会网 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100%

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类预
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面包类预包装
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
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综合零售；数据处理和存储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其他未列明信息技
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商务
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果品零售；蔬菜零
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零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
品）；日用家电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
零售；互联网销售。

17
厦门建 发 城
服 发展 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5%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5%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
资产管理服务；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
城市公园管理；游览景区管理；物业管理；广告制作；广
告设计、代理；土石方工程施工；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机械
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水污染
治理；房屋拆迁服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输电、供电、受电电
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
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服务；电气安装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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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8
厦门国 际 酒
业 运营 中心
有限公司

2,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95%
华 益 工 贸 持 股
5%

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
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
他未列明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
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从事报关业务；从
事报检业务；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经营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 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办公服务；信用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管理；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供
应链管理；互联网销售；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
明文化艺术业；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19
宁夏建 发 实
业 发展 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 建 发 集 团 持 股
100%

酒的制造、批发、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住
宿；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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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联发集 团 有
限公司 210,000.00 建 发 股 份 持 股

95%

投资兴办独资、合资、合作及内联企业；房地产开发、经
营、管理；经营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边境贸易，“三来
一补”、租赁、仓储及相关代理业务；从事宾馆、酒店、商
场管理及旅游业务；咨询服务业务；经营对外民间劳务
输出业务；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情况
益悦置业成立于 2015年 5月 18日，注册资本 20亿元。 主要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

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房屋建筑业；建筑装饰业；其他工程准备活动；市政道路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土石
方工程；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五金零售；涂料零售；卫生洁具零售；木质装饰材料零售；陶瓷、石
材装饰材料零售；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建材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三年一期，益悦置业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6,143,841.76 11,632,810.48 18,122,630.51 28,243,333.25
负债总额 5,424,973.48 9,984,613.64 14,745,487.25 23,625,153.80
所有者权益总额 718,868.28 1,648,196.84 3,377,143.26 4,618,179.45
资产负债率 88.30% 85.83% 81.37% 83.65%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 1-6月
营业收入 1,127,123.48 1,671,668.19 4,273,130.03 837,923.05
营业成本 747,357.47 1,217,975.27 3,518,661.16 721,890.77
净利润 135,394.60 174,110.12 237,031.06 30,227.28
净资产收益率 18.83% 10.56% 7.02% 0.65%

注：益悦置业 2018年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及 2020年财务
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1 年 1-6 月净
资产收益率为 2021年 1-6月数据计算，未做年化处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 5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与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国籍 有无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林伟国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厦门市 中国 无

潘燕霞 监事 厦门市 中国 无

张颜青 财务负责人 厦门市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控股股东利柏商务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益悦置业实际控制人厦门市国资委通过建发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其它

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权益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主体 主要业务

1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600153 47.38% 建发集团 实业投资、贸易

2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00563 5.25% 建发集团 电子元器件

3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885 6.71% 联发集团 继电器

4 建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08.HK 59.92% 益能国际 房地产开发

5 建发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156.HK 64.63% 益能国际 物业管理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持有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厦门万鑫联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 从事商业保理业务 2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间接持有厦门万鑫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权外，益悦置业控股股东不存
在其他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益悦置业实际控制人厦门市国资委通过建发集团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主体 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建发集团 保险 80,000 50.00%

2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建发集团 信托 375,000 10.00%

3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会展 银行 373,432.05 6.95%

4 广州建信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建发房产、
利柏商务 小额贷款 20,000 76.00%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决策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基于价值投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交易安排， 主要为益悦置业看好上市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益悦置业将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制
度的要求，满足上市公司发展需要，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推进上市公司的战略性发展，提升上市公司持
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

二、未来 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益悦置业将受让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

志献与郭梅芬等 37名股东所持合诚股份 33,008,502股，对应合诚股份总股本的 16.46%。
此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益悦置业已与北京天象签署了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益悦置业拟受让

北京天象持有的合诚股份 16,147,700股，对应合诚股份总股本的 8.05%。 对于益悦置业拟受让北京天
象股份事项，上市公司已于 2021年 8月 18日披露了益悦置业编制的《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于上述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益悦置业将合计持有合诚股份 49,156,202 股股份，对应合诚股份总
股本的 24.51%。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继续取得上市公司 0.5%—5.49%（不含）的股份，即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5.01%—30%（不含）的股份。

若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1年 6月 18日，益悦置业控股股东利柏商务作出了股东决定，同意了本次权益变动方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厦门市国资委已作出批复，原则同意了本次权益变动方案。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已对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可以实施集中
的决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无。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益悦置业未持有合诚股份任何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益悦置业将持有合诚股份 33,008,502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6.46%，成为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2021年 6月 21日，益悦置业与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

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8名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上市公司原股东应
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39,485,830股（对应合诚股份总股本的 19.69%）的股份转让予益悦置业，转
让价格为 16.53元/股，合计 652,700,770元。

2021年 8月 10日，深圳聚惠决定退出本次权益变动交易，经友好协商，与益悦置业签署了《终止
协议》，协议终止了益悦置业与深圳聚惠双方于 2021年 6月 21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公
司股份转让事项并且双方不再追究相关责任。此外，于 2021年 8月 10日，益悦置业与盛泰鑫、上海豪
敦及武若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各方同意继续实施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公司股份转让事项。

因此，在深圳聚惠退出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交易后，本次权益变动调整为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
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7名上市公司原股东应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
公司 33,008,502 股（对应合诚股份总股本的 16.46%）的股份转让予益悦置业，转让价格为 16.53 元/
股，合计 545,630,538元。

2021年 10月 19日，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
等 37名股东与益悦置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将 2021 年 6 月 21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有权解除协议条款的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除以上条款变更
外，其余条款仍按已签署的协议约定执行。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 6月 21日，益悦置业与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

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8 名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与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
勋、沈志献及郭梅芬等 7名核心团队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2021年 8月 10日，益悦置业与深圳聚惠签署了《终止协议》，与盛泰鑫、上海豪敦及武若愚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

2021年 10月 19日，益悦置业与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
献与郭梅芬等 37名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份转让协议》
1、签署主体
甲方（“受让方”）：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转让方”）：
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8 名

股东。
2、股份转让及转让价款
（1）乙方同意按本协议之约定将标的股份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本协议之约定受让标的股份。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53元。
（2）乙方各自具体转让股份数量、比例及转让价款具体如下：
①自然人转让方
单位：股、元

序号 转让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1 黄和宾 350204********5 5,218,500 86,261,805
2 刘德全 610113********8 3,822,000 63,177,660
3 高玮琳 350204********6 1,414,870 23,387,801
4 康明旭 350221********4 539,000 8,909,670
5 刘志勋 640211********8 422,620 6,985,909
6 沈志献 352102********7 441,000 7,289,730
7 郭梅芬 350629********X 367,500 6,074,775
8 何大喜 350204********2 4,350,140 71,907,814
9 黄爱平 350523********4 1,542,920 25,504,468
10 陈俊平 352122********7 1,944,220 32,137,957
11 林东明 350221********4 1,384,785 22,890,496
12 刘慧军 150102********3 838,152 13,854,653
13 韩艳芬 150102********X 697,000 11,521,410
14 尹俊 150102********3 469,000 7,752,570
15 林建辉 350204********1 507,150 8,383,190
16 陈永坤 152104********X 405,100 6,696,303
17 刘惠 152104********5 349,300 5,773,929
18 陈汉斌 350424********9 349,120 5,770,954
19 陈晶 350321********6 344,120 5,688,304
20 张奕赠 350204********6 343,000 5,669,790
21 黄福贵 350621********X 800,000 13,224,000
22 韩宝山 152104********5 340,830 5,633,920
23 谢金祥 352622********3 297,040 4,910,071
24 许睦晖 350124********0 239,400 3,957,282
25 黄从增 350124********3 190,000 3,140,700
26 潘忠祥 310104********0 360,500 5,959,065
27 陈丽娟 350211********6 171,500 2,834,895
28 王诚 152104********4 155,600 2,572,068
29 杨义欢 350322********3 171,740 2,838,862
30 朱镇顺 350628********7 160,000 2,644,800
31 倪伟龙 330825********9 150,000 2,479,500
32 张明海 350211********7 63,000 1,041,390
33 柯学 610102********4 60,000 991,800
34 黄长仁 352225********9 50,000 826,500
35 武若愚 150202********1 1,291,279 21,344,842
小计 30,250,386 500,038,881

②非自然人转让方
单位：股、元

序号 转让方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1 深圳聚惠 91440300359958493K 6,477,328 107,070,232

2 盛泰鑫 91440300MA5D9K3T8M 1,819,944 30,083,674

3 上海豪敦 91310118MA1JL3YR63 938,172 15,507,983

合计 9,235,444 152,661,889

（3）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核心团队股东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的公司章程规定，促使
标的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将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郭梅芬、沈志献申请豁免履行
其于 2020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维护黄和宾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承诺函的提案，
提交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若标的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等豁免议案，则刘德全、高玮琳、康
明旭、刘志勋、郭梅芬、沈志献不再参与本次股份转让，不影响其他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标的股
份。

（4）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乙方确认其各自应当缴纳的税收和费用（“税费”）并共
同授权黄和宾书面通知甲方， 甲方于本协议第 6条约定交割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税
务主管部门履行代扣代缴义务；非自然人转让方的所得税，无需甲方代扣代缴。

（5）乙方为本次收购所聘请中介产生的服务费用（“中介费用”，按照各自实际股份转让价款的千
分之五计）由转让方各自承担，乙方共同授权黄和宾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次日前将中介费用明细以及
指定收款账户书面通知甲方；在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代乙方将中
介费用从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中扣划汇入指定收款账户。

（6）于标的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各转让方的标的股份转让
价款扣除代扣代缴转让方各自应承担税费（以实际代扣代缴金额为准）及中介费用后的剩余全部款项
一次性分别支付至各转让方指定收款账户。

3、本次收购实施的先决条件
本次收购取得厦门市国资委批准。
4、标的股份交割先决条件
甲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交割”）的义务，须以下列条件得以满足或被甲

方明确豁免为前提：
（1）本协议已经签署并生效；
（2）甲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且对结果满意；
（3）乙方于本协议中所作陈述和保证，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和交割日，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4）乙方已履行并遵守本协议要求其在交割前必须履行或完成的承诺和义务；
（5）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持续正常营业，

与其一贯经营保持一致，并在业务、经营、管理团队、雇员、资产以及财务状况等方面无任何重大不利
变化（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重大事项的定义）；

（6） 本次收购履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并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予禁止决定；

（7）不存在任何可能禁止或限制任何一方完成本协议规定的交易的有效禁令或类似法令，或该等
法令项下的批准已获得或被豁免；

（8）除转让标的股份外，核心团队股东各成员分别需额外将不少于本次收购中其各自转让标的股
份数量 *15%的标的公司股份质押给甲方并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5、登记过户与交割
（1）本次收购实施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乙方应配合甲方向证券交易所提交资料申

请股份转让确认函，并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如任何一方负责的
文件资料存在缺陷或需要补充，则该方应在两个交易日内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资料。

如证券交易所对交易主体、交易结构安排等提出质疑并因此拒绝出具确认函的，各方应当尽快协
商对交易主体或交易结构等进行调整，以符合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2） 本次收购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豁免之日且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确认函后五个交易
日内，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符合
法律法规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要求，如任何一方负责的文件资料需要补充，则该方应在两个交易日
内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资料。

（3）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七十五日内未能完成标的股份转让登记过户至甲方名下，甲方同意自本协
议签署之日后第七十六日起至标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之日期间、以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 6%（每年按 365天计）计息；为避免疑义，如果标的股份最终未完成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的，甲
方无需就该等未完成转让过户登记标的股份付息。

6、协议生效和解除
（1）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公章（就转让方是企业实体）/签字（就转让方是自然人）后生效。
（2）本协议因以下情形解除：
①各方协商一致解除；
②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且双方互不承担

违约、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A、证券监管机构及相关机构对本次交易或本协议内容提出异议，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
B、本次收购未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事项审查；
C、厦门市国资委未批准本次收购。
③非因任何一方原因，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一百二十日内仍无法完成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

续，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各方互不承担违约、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7、违约及赔偿
（1）任一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

约，甲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立刻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如违约方在甲方书面通知并提出纠正要求后的五
日内仍未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甲方有权对违约方自行决定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方式：

①终止与违约方的协议；
②要求违约方强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③要求违约方返还甲方代扣代缴/代垫的税费/费用；
④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按如下金额孰高为准：A、本协议项下该违约方与甲方之间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30%；B、过渡期内，若存在标的公司市值（按当日收盘价计算）高于本次收购估
值， 按过渡期内最高市值减去本次收购估值的差额与该违约方转让标的股份比例的乘积计算得出的
金额。 违约金金额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违约方仍应弥补甲方的其他损失；

⑤要求违约方赔偿甲方为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执行费、公告费、
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2）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任一
转让方有权要求甲方立刻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 如甲方在该转让方书面通知并提出纠正要求后的五
日内仍未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 该转让方有权对甲方的违约行为自行决定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救
济方式：

①终止该转让方与甲方的协议；
②要求甲方强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③要求甲方支付相当于本协议项下其与该转让方之间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30%的违约金。 违约

金金额不足以弥补该转让方损失的，甲方仍应弥补该转让方的其他损失；
④甲方还应赔偿该转让方为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执行费、公告

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二）《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1、签署主体
甲方：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
（1）黄和宾，公民身份号码：350204********5
（2）刘德全，公民身份号码：610113********8
（3）高玮琳，公民身份号码：350204********6
（4）康明旭，公民身份号码：350221********4
（5）刘志勋，公民身份号码：640211********8
（6）沈志献，公民身份号码：352102********7
（7）郭梅芬，公民身份号码：350629********X
以上各方在本协议中各称“一方”，并称“各方”；其中：乙方（1）-（7）合称为“乙方”/“核心团队股

东”。
2、进一步声明和承诺
（1）标的公司是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及本协议的

签署和履行将不违反标的公司章程或其它组织规则， 不违反标的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协议
或合同。

（2）乙方已向或将向甲方提供标的公司全部的财务报表，该等财务报表依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公
允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情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情况；该等财务报表真实、准
确、完整，并无任何虚假、重大遗漏、隐瞒或误导。

（3）标的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下同）合法、完整地拥有现有的土地使用权、房产、机器设备等无
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如标的公司的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包括租赁房产）存在权利瑕疵，乙方承诺予以
切实解决，以保障标的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

（4）标的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下同）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虚假、重大遗漏、隐瞒或
误导，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或披露不实的或有事项、承诺事项及对本次交易的合法有效性、交易价
格及交割日后标的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或未如实披露可能导致标
的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退市与风险警示情形。 如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出现
交割前因核心团队股东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存在的未披露或失实披露事项， 给甲方或标的公司造成损
失的，乙方负责赔偿给甲方或标的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

3、标的公司治理
（1）标的公司董事会由 6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组成。 其中，甲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第一届董事会中推荐 4 名非独立董事（含董事长），乙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中推荐
2名非独立董事，双方推荐的非独立董事应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下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甲方有
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中推荐 1名独立董事人选。

（2）标的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 其中，甲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中推荐 1
名监事（担任监事会主席），乙方有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中推荐 1名监事。

（3）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高管团队中，甲方有权推荐财务总监，乙方有权推荐总经理，双方同意
保持上市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管理人员（包括上市公司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的整体稳定性
和连续性。

4、业务合作与资源协同
（1）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并征得工商银行同意的前提下，甲方同意置换黄和宾

先生和刘德全先生为标的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所提供的保证担保。
（2）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方同意在符合标的公司公司章程范围内向标的公司股东大会提议

2021-2023年度现金分红比例每年度不低于 15%。
（3）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资管理相关规定条件下推动标的公司实施核心

骨干员工股权激励。
5、全职工作及竞业限制义务
（1）乙方应在合诚股份全职工作至少至本次收购标的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 36 个月（但因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丧失劳动能力、身故、经公司同意离职的，除外）。
（2）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日至其自标的公司离职后 2 年内，无论乙方是否持有标的公司的股

份，除本协议明确规定或甲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外，乙方及其关联方在任何时候均不得直接或间接
地：

①从事任何与标的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以下同）业务有竞争的业务，或向从事标的公司业务、
从事与标的公司业务相同的业务或从事与标的公司业务有竞争的业务（包括一切与标的公司业务或
标的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有关的研发和生产活动）（合称为“竞争业务”）的任何实体进行新的投资
（无论是通过股权还是合同方式）；

②为其自身或其关联方或任何第三方，劝诱或鼓动标的公司的任何员工接受其聘请，或用其他方
式招聘标的公司的任何员工；

③就任何竞争业务提供咨询、协助或资助。
（3）若乙方中任何一方违反全职工作及竞业限制义务，甲方有权要求该人员按其于本次收购中取

得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股份质押
除《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标的股份外，核心团队股东各成员需额外将其所持有的不少于本次

收购中其各自转让标的股份数量 *15%的标的公司股份（“质押股份”）质押给甲方，作为核心团队股东
履行全职工作及竞业限制义务等协议义务的履约担保。

（三）《终止协议》
1、签署主体
甲方：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958493K
法定代表人：肖文君
2、终止内容
甲乙双方终止《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益悦置业与深圳聚惠之间标的股份转让，因终止本次股份转

让造成的任何损失由甲乙双方各自自行承担，双方之间相互不追究任何责任。
（四）《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
1、签署主体
甲方：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
（1）深圳市盛泰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9K3T8M
法定代表人：李挺
（2）上海豪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L3YR63
法定代表人：武若愚
（3）武若愚，公民身份号码：150202********1
2、补充协议内容
（1）益悦置业与深圳聚惠协商签订《终止协议》，终止《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益悦置业与深圳聚惠之

间标的股份转让；盛泰鑫、上海豪敦、武若愚对此无异议。
（2）益悦置业与深圳盛泰鑫、上海豪敦、武若愚同意继续实施《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转让。
3、股份转让及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将其所持标的公司股票按每股人民币 16.53 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乙方各自

具体转让股份数量及转让价款具体如下：
单位：股、元

序号 转让方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身份证号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1 盛泰鑫 91440300MA5D9K3T8M 1,819,944 30,083,674

2 上海豪敦 91310118MA1JL3YR63 938,172 15,507,983

3 武若愚 150202********1 1,291,279 21,344,842

合计 4,049,395 66,936,499

（五）《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
1、签署主体
甲方（“受让方”）：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转让方”）：
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参与本次交易的

37名股东。
2、补充协议内容
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与郭梅芬等 37 名股东与益悦

置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将《股份转让协议》第 12.2 条之第（3）
项变更为“非因任何一方原因，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仍无法完成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任何
一方均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各方互不承担违约、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200,517,800 股，《股份转让协议》中部分出让方已将本

次权益变动用于交易的股票向益悦置业设定质押，除向益悦置业设定质押外，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其
他出让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转让方对标的股份享有完整的处分权。

五、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无。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受让合诚股份 16.46%股份所需资金约 5.46亿元，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本次交易的相关资金

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未通过与
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

二、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请参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之“三、本次权益变动相

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中《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改变或者

重大调整的计划。
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制订和实施对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依据

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原则，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
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大重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完成股票过户登记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合诚股份召集召开董

事会、监事会会议、股东大会，以实现如下公司治理结构：
（一）董事会
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6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组成， 益悦置业在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

中推荐 4名非独立董事（含董事长）及 1 名独立董事，核心团队股东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
中推荐 2名非独立董事。

（二）监事会
上市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益悦置业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中推荐 1 名监事（担

任监事会主席），核心团队股东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中推荐 1名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收购完成后第一届高管团队中，益悦置业推荐财务总监，核心团队股东推荐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安排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

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没有对可能阻

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或因监管法规要求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的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如果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需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2021年 6月 21日，建发房产作为甲方，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郭梅芬

七人作为乙方，合诚股份作为丙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
（一）经营业务
就优质资源(包括客户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信息资源等)实现共享，以促进各方，

特别是丙方的业务发展。 甲方同意，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后，为上市公司后续融资、市场拓展、
业务开发等方面提供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为上市公司提供工程设计、工程监理、检验检测、综合管养、
工程新材等方面的业务机会。 同时，上市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融入甲方产业链环节中。

（二）业务拓展
甲乙双方同意，鼓励丙方在目前的主营业务范围内继续做强做大，鼓励丙方在其优势领域内展开

行业并购和整合，并在市场信息、决策、资源获取等多方面提供支持和便利。
（三）内部定位
在甲方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后， 丙方在甲方内部管理层级中实际享受重要的一级子公司

待遇，与法律上的子公司层级无关。
（四）公司治理
甲乙双方同意，按照证券资本市场监管要求，确保上市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对外投资、人事安

排、资产处置、机构设置、资金调拨等方面的独立性。
甲方、乙方同意保持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整体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上市公司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
（五）薪酬和激励
甲方、乙方同意保持上市公司现有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在未来积极探

讨更加适应市场变化和公司竞争需求的薪酬、绩效和激励政策体系。
（六）资金和融资
甲方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帮助丙方提供融资便利，包括但不限于增强融资、筹资能力、拓展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

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将继续保持独立性，上市公
司独立经营的能力不会受到影响。建发集团及益悦置业已出具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内容
如下：

建发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合诚股份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依法行
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保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性，不利用
控股股东身份谋取不当利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情况
建发集团系厦门市国资委监管的企业， 厦门市国资委为其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 出资比例为

100%。 建发集团主要从事供应链运营、城市建设与运营、旅游会展、健康医疗等业务。 建发集团 2018
年至 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结构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构成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供应链运营 26,614,106 89.82% 35,052,501 79.24% 28,699,481 84.49% 23,594,299 83.48%

房地产业 2,424,653 8.18% 8,236,376 18.62% 4,587,364 13.50% 4,057,904 14.36%

医疗业务 474,493 1.60% 755,206 1.71% 11,372 0.03% 3,557 0.01%

旅游及会展
业务 78,077 0.26% 117,191 0.26% 176,405 0.52% 168,338 0.59%

其他业务 40,848 0.14% 75,957 0.17% 494,393 1.45% 438,022 1.55%

合计 29,632,176 100.00% 44,237,231 100.00% 33,969,015 100.00% 28,262,119 100.00%

（二）避免同业竞争出具承诺
针对潜在同业竞争关系，为保障合诚股份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建发集团及益悦置业就避免未来

与合诚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产生同业竞争事宜出具承诺如下：
1、本公司拥有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各项经营方针主要由董事会决策，并由公司管理层负责

贯彻实施。本公司一直以来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将来也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作出不利于上市公
司而有利于其它下属企业的任何决定。

2、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各方面均相互独立，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
司将继续通过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自身与上市公司相关业务的各自发展， 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他
中小股东利益 ；

3、本公司将对下属控股企业进行规划，明确各控股企业的业务定位和业务方向，并通过各公司的
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引导各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和优势制定符合实际的业务发展定位
和业务发展方向，避免下属各控股企业之间出现实质性竞争行为；

4、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之现有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公司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按合理、公平
的条款和条件优先让予上市公司或其控股企业；

5、本承诺函在本公司控制/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持续有效，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
成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为规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 建发集团及益悦置业作出承

诺如下：
1、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的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充分论证交易价格公允性后签订关联交易相关协议，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从而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2、本公司承诺不利用控制上市公司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3、上述承诺于本公司对合诚股份实现控制/间接控制时生效，并在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如

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合诚股份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

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上市公司股票于 2021年 6月 18日停牌。 经自查，停牌日前 6个月内（2020年 12月 17日至 2021

年 6月 1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合诚股份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上市公司股票于 2021年 6月 18日停牌。 经自查，停牌日前 6个月内（2020年 12月 17日至 2021

年 6月 17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买卖合诚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8 年财务报告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报告，2019 年及 2020 年财务报告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报告，2021年 1-6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信息披露义务人益悦置业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下转D60 版 ）

DD5599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1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