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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 

房地产业务自查报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三次会议和 2015 年 8 月 19 日召

开的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的相关

决议。根据《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3]17 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15

年 1 月颁布的《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华发股份成立专项自查小组对报

告期内（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华发股份及其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在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以及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专项自查，并出具了本专项自查报告。自查情况

如下： 

一、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是否涉及“闲置土地”情形的自查 

（一）自查范围 

1、闲置土地定义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 年 6 月 1 日国土资源部令第 53 号）第二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

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

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

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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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政府、政府有

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向市、县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提供土地闲置原因说明材料，经审核属实的，依照本办法第十二

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处置： 

（1）因未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

定的期限、条件将土地交付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致使项目不具备动工开

发条件的； 

（2）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人不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用

途、规划和建设条件开发的； 

（3）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需要对约定、规定的规划和建设条件进行修改

的； 

（4）因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项等无法动工开发的； 

（5）因军事管制、文物保护等无法动工开发的； 

（6）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行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土地闲

置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2、自查项目 

关于华发股份及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房地产项目是否存在闲置

土地的自查，自查范围为报告期内华发股份及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截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在建项目和拟建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土地用途 状态 

1 珠海华发水岸项目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 商业、住宅 在建 

2 
珠海华发峰景湾花园项

目 
珠海市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写字楼 
在建 

3 珠海华发山庄项目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住宅、别墅、

配套 
在建 

4 珠海华发首府花园项目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在建 

5 珠海华发峰尚花园项目 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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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土地用途 状态 

6 
广州市集闲庄商住及保

障房项目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在建 

7 南宁华发四季项目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在建 

8 
盘锦华发新城（一期）项

目 
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在建 

9 
威海华发威海九龙湾项

目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商服、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在建 

10 中山观山水项目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在建 

11 华发国宾壹号项目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在建 

12 大连华发新城项目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配套

公建 
在建 

13 珠海华发水郡项目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别墅 在建 

14 华发中山生态园项目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在建 

15 盘锦国际学校项目 盘锦华发教育有限公司 商住、商服 在建 

16 包头华发新城项目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公建、

住宅 
在建 

17 沈阳华发首府项目 沈阳华纳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用地 
在建 

18 

广州荔湾区铝厂一、二期

地块商住及拆迁安置房

项目 

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

其他商服 

在建 

19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南区

配套生活基地A1-05地块

住宅项目 

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 在建 

20 武汉华发四季项目 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 在建 

21 
珠海华发绿洋湾花园项

目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在建 

22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湾仔 31 号地块 
珠海奥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居住、服务

用地 
拟建 

23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湾仔 32 号地块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酒店、

商业、住宅 
拟建 

24 
珠海华发依山郡花园项

目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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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土地用途 状态 

25 

广州海珠区宝岗大道广

州塑料制品三场地块项

目 

广州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公园与绿

地、风景名

胜及特殊用

地 

拟建 

26 

广州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以西、鹤洞路以南地块项

目 

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科教 
拟建 

27 大连华发四季项目 大连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商住、配套

公建 
拟建 

28 
大连塔河湾住宅小区项

目 
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居住 拟建 

29 盘锦盘山县太平镇地块 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居住 拟建 

30 沈阳南站地块 

沈阳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沈阳华耀

置业有限公司、沈阳华壤置业有限

公司、沈阳华灏置业有限公司、沈

阳华畅置业有限公司、沈阳华博置

业有限公司 

商业 拟建 

31 武汉中城上城项目 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商业、图书

展览、居住、

贸易咨询 

拟建 

32 
上海杨浦区定海社区

B5-5 地块 
珠海华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宅 拟建 

33 中山石岐区地块 中山市华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拟建 

34 
武汉江岸区二七沿江 C

地块 
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宅、公园

绿地 
拟建 

35 武汉江岸区青岛路地块 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宅、商服 拟建 

36 
南宁青秀区柳沙路东侧

GC2015-073 地块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拟建 

37 
珠海沿江路北侧、工人村

路东侧地块 
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宅 拟建 

38 
闸北区市北高新区 10-03

地块 
上海华泓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办 拟建 

39 
闸北区市北高新区 09-03

地块 
珠海华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办 拟建 

40 武汉华发四季二期项目 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商服 
拟建 

（二）自查情况和自查结论 

1、公司在建及拟建项目中，在约定动工日期前已开工建设或截止报告期

末尚未超出约定动工日期的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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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1 珠海华发水岸项目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 

2 珠海华发峰景湾花园项目 珠海市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3 广州市集闲庄商住及保障房项目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4 珠海华发首府花园项目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5 南宁华发四季项目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6 威海华发威海九龙湾项目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华发中山生态园项目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

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包头华发新城项目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9 沈阳华发首府项目 沈阳华纳置业有限公司 

10 珠海华发绿洋湾花园项目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湾仔 31 号

地块 
珠海奥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湾仔 32 号

地块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13 
广州荔湾区铝厂一、二期地块商

住及拆迁安置房项目 
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 
广州海珠区宝岗大道广州塑料制

品三场地块项目 
广州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 
广州荔湾区芳村大道南以西、鹤

洞路以南地块项目 
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 武汉华发四季项目 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南区配套生活

基地 A1-05 地块住宅项目 
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18 上海杨浦区定海社区 B5-5 地块 珠海华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9 武汉江岸区二七沿江 C 地块 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 武汉江岸区青岛路地块 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1 
南宁青秀区柳沙路东侧

GC2015-073 地块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22 
珠海沿江路北侧、工人村路东侧

地块 
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 闸北区市北高新区 10-03 地块 上海华泓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 闸北区市北高新区 09-03 地块 珠海华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 武汉华发四季二期项目 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于上述项目用地在约定动工日期前已开工建设，或截止报告期末尚未超

出约定的动工日期，因此上述项目用地不属于“闲置土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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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建及拟建项目中，超过约定的动工日期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1 珠海华发山庄项目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 珠海华发峰尚花园项目 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 

3 盘锦华发新城（一期）项目 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中山观山水项目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华发国宾壹号项目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6 大连华发新城项目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珠海华发水郡项目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8 盘锦国际学校项目 盘锦华发教育有限公司 

9 珠海华发依山郡花园项目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大连华发四季项目 大连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 大连塔河湾住宅小区项目 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盘锦盘山县太平镇地块 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 沈阳南站地块 

沈阳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沈阳华耀置业有限

公司、沈阳华壤置业有限公司、沈阳华灏置

业有限公司、沈阳华畅置业有限公司、沈阳

华博置业有限公司 

14 武汉中城上城项目 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5 中山石岐区地块 中山市华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珠海华发山庄项目 

经自查，由于项目用地处于山区，土地平整时间较长，根据 2014 年 9 月 17

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出具的《关于申请华发山庄项目非闲置认定的函》，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位于香洲迎宾北路西侧，面积 213,913.53 m
2 土地不

纳入闲置土地的认定和处置范围。项目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取得施工许

可证，截至本自查报告签署日，该项目已动工，不存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

规定的闲置土地的情形。 

（2）珠海华发峰尚花园项目 

经自查，项目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取得施工许可证，截至本自查报告

签署日，该项目用地已开始动工建设。2015 年 2 月 5 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斗

门分局出具《关于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用地有关闲置认定事宜的复函》

（珠国土斗函（2015）82 号），该土地已及时开工建设，认定该地不属于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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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故该项目用地不存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土地的情形。 

（3）盘锦华发新城（一期）项目 

经自查，2015 年 1 月 9 日，盘山县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鉴于盘山国

用（2014）第 000027 号、盘山国用（2014）第 000028 号、盘山国用（2014）第

000030 号对应地块已实际动工建设，不构成闲置用地。盘山国用（2014）第

000029 号地块未开工，2015 年 1 月 23 日，盘山县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该

地块由于所属区域政府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原因，未能按期开工建设，

属于非企业自身原因的导致不能按期开工，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

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推进及配合相关工作。 

（4）中山观山水项目 

经自查，2010 年 7 月 28 日，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华发山庄项目动

工时间调整的意见》（中土函（2010）551 号），确认并同意该项目用地应当于所

属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适用之日起的一年内动工建设。截至本自查报告签

署日，除中府国用（2008）第 310029 号《房地产权证》对应的地块已领取施工

许可证外，中府国用（2008）第 310027 号、第 311830 号、第 311831 号《房地

产权证》对应的地块未领取施工许可证。2013 年 8 月 2 日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出

具《闲置土地认定书》，认定上述四宗用地为闲置土地。 

2015 年 6 月 17 日，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于出具《关于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咨询的复函》（中山函[2015]1252 号），明确中山观山水项目用地为政府

原因造成的闲置。目前，项目公司正在进行项目规划申报等动工开发前的审批及

准备工作，以使得该项目能够尽早动工。 

（5）华发国宾壹号项目 

经自查，2011 年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调整广西华诚

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0415045、041500S 宗地开工建设时间

的复函》（南国土资函[2011]629 号）：“因为政府征地拆迁原因致使 0415045、

041500S 两宗地至今未能实际交付给你公司使用，同意将出让合同中约定的

0415045、041500S 两宗地开工时间往后延期，具体时间待征地拆迁问题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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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新签订补充协议为准。”因此不存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

土地的情形。 

（6）大连华发新城项目 

经自查，由于土地出让合同中并未明确土地的动工期限，大连华藤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向国土管理部门申请确认该两项目用地的动工期限。2008 年 11 月

21 日，经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确认，该项目用地的动工期限明确为《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即该项目用地须在 2010 年 9 月 17 日前

动工建设。由于证照办理等原因，该项目于 2010年11月才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开

始动工，因此不存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土地的情形。 

（7）珠海华发水郡项目 

经自查，2010 年 12 月，珠海市国土局斗门分局出具的关于“华发水郡花

园”项目用地统一开发认定的《复函》（珠国土斗函[2010]427 号）：鉴于上述用

地属毛地出让，用地单位承让土地后还需承担由生地变成熟地一级开发的工

作，且受规划控制及市政配套滞后等客观因素影响，目前项目已动工开发建设

用地面积超过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事实，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

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53 号）、《珠海市国有土地闲置费征收实施办法》（珠府

[2006]60 号）及斗门区政府有关会议决定，上述项目用地不作闲置土地认定。 

（8）盘锦国际学校项目 

经自查，盘山县国土资源局 2015 年 1 月出具的《证明》，该项目用地

psgc2011太 055地块目前已开工，不存在闲置情况。psgc2011太 056地块因政府

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开工建设。因此，上述用地不存

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土地情形。 

（9）珠海华发依山郡花园项目 

经自查，该项目地块在国土部门出让后，未达到土地交付条件。2014 年 11

月 27 日，根据斗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第 119 号）确认，

上述两宗土地的闲置属于非企业原因造成。2015 年 1 月 9 日，珠海市国土资源

局斗门分局出具《关于对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土地闲置证明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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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国土斗函（2015）50 号），认定上述两宗土地在政府出让后，未达到土地

交付条件，上述两宗用地的闲置原因属于非企业自身原因。因此，上述用地不

存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土地情形。 

（10）大连华发四季项目 

经自查，华发四季项目用地的《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时间分别为 2011 年

12 月 21 日、2011 年 12 月 23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以上项目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2015 年 1 月 28 日，大连市旅顺口国土资源分局

出具《关于大连华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宗地情况的说明》，以上项目用地由于动

迁等原因未能开工建设。因此，上述用地不存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

闲置土地情形。 

（11）大连塔河湾住宅小区项目 

经自查，该项目用地的《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0 日

前，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以上项目用地尚未动工。2015 年 1 月 29 日，大连市旅

顺口区农林水利局出具《关于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林地情况的说明》，

上述用地林木手续还没有办理，因此项目未能开工建设。 

2015 年 6 月 15 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旅顺口国土资源分局出具《关

于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塔河湾盐厂项目用地情况的说明》，由于项目用

地内林木手续还没有办理，因此项目未达到开工条件。因此，上述用地不存在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土地情形。 

（12）盘锦盘山县太平镇地块 

经自查，该项目地块相应《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时间均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前，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以上项目尚未动工。2015 年 1 月 23 日，盘山县国土

资源局出具《证明》，上述地块由于所属区域政府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原

因，致使上述用地尚未办理土地证，属于非企业自身原因导致不能按期动工，

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推进及配合相关工作。

因此，上述用地不存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土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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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沈阳南站地块 

经查，该项目地块相应《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时间分别是 2012 年 12 月

16 日、2012 年 12 月 16 日、2013 年 4 月 26 日、2013 年 4 月 26 日、2013 年 4

月 26 日、2013 年 4 月 26 日前，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各项目公司尚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东陵分局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出具《关于沈阳

华远置业等七宗地块动工时间的说明》，明确以上地块仍未完成地上建筑物及构

筑物的拆迁工作等原因，致使暂时均未能动工，待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的拆迁

工作后，报区政府批准后另行约定上述地块动工时间。因此，上述用地不存在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的闲置土地情形。 

（14）武汉中城上城项目 

经自查，该项目地块中，江国用（2015）第 01565 号、武国用（2014）第

318 号、武国用（2014）第 265 号《房地产权证》对应地块的《出让合同》约定

的动工时间分别为 2014年 4月 9日、2015年 7月 27日、2015年 9月 22日、2015

年 7 月 27 日前。2015 年 6 月 16 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武汉

市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情况的说明》，公司江国用（2015）第 01565

号地块的建设项目，不存在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行为。目前武汉中

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正积极进行方案报建等工作。 

（15）中山石岐区地块 

经自查，该地块于 2007 年 10 月受让取得，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出具《关于“华发广场”项目申请延期动工的复函》（中土函［2010］205

号）同意将该项目用地的开工时间延期到 2011 年 6 月底。其后，由于该项目用

地所在区域控规方案调整原因，影响了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确定以及动工时

间。2013 年 8 月 2 日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出具《闲置土地认定书》（中国土闲认字

[2013]第 171 号），认定该宗地为闲置土地。 

2015 年 6 月 17 日，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中山市华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咨询的复函》（中土函[2015]1251 号），认定该项目用地为政府原因造成闲

置。目前，项目公司正在进行项目规划申报等动工开发前的审批及准备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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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该项目能够尽早动工。 

3、自查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报告期内，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被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就土地闲置问题处以行政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闲置土地

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关于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自查 

（一）自查范围 

关于公司房地产项目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自查，自查范围为报告期内华发股

份及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涉及对外转让的项目，共有 3 个，分别

为沈阳华樾置业有限公司地块、沈北保障房项目、重庆中誉地块。 

（二）自查情况和自查结论 

1、沈阳华樾置业有限公司地块 

2013 年 11 月 8 日，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沈阳承基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沈阳华樾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至沈阳承基

投资有限公司，根据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沈阳华

樾置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评估报告》（众华评报字（2013）第 67 号），其

中股权转让定价以净资产评估值 7,874.19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基础，最终股权转让款确定为 7,875.38 万元。沈阳华樾置业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系华发股份的经营调整原因而发生，其中上述地块转让价格参照评估基准

日市场价格评估确定，不存在转让双方合谋抬高地价的情形。 

2、沈北保障房项目 

2014 年 8 月 4 日，公司与沈阳辉山农业高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将公司持有的沈阳珠华 100%的股权以 15,150.25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沈阳辉山农业高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根据 2014 年 8 月 1 日，中

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铭评报字[2014]第 1010

号”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投资涉及的沈阳珠华保障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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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为 15,085.47 万元。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系华发股份的经营

调整原因而发生，公司在转让时按照审计公司及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作为依据，

转让价格公允，不存在转让双方合谋抬高地价的行为。 

3、重庆中誉项目 

2012 年 6 月 30 日，重庆华发投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中讯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同意重庆中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重

庆华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50%股权，按“大华审字(2012)3564 号”《重庆中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京都中新评报字（2012）第 0038 号”《重

庆华发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重庆中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股权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作为依据，转让价款为 72,075,928.69 元。项目公司股权转

让系华发股份的经营调整原因而发生，项目公司在转让时按照审计报告及评估报

告的结果作为依据，转让价格公允，不存在转让双方合谋抬高地价的行为。 

4、自查结论 

经自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炒地的情况，也不存在因该等违法违规行为

被处以行政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关于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行为的自查 

（一）自查范围 

关于公司房地产项目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行为的自查，自查范围为

报告期内华发股份及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已开发的项目中领取预售

许可证的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公司 

1 华发峰景名苑项目 珠海市永宏基商贸有限公司 

2 华发蔚蓝堡项目 

珠海华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华发软件有限公

司、珠海市华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珠海市银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华发四季名苑项目 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4 华发新城六期项目 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5 华发世纪城（四期）项目 
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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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发岭南荟项目 沈阳华荣置业有限公司 

7 珠海华发水岸项目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 

8 
广州市集闲庄商住及保障

房项目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9 南宁华发四季项目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10 盘锦华发新城（一期）项目 盘锦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 南宁华发国宾壹号项目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2 中山华发生态园项目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山市紫悦

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 大连华发新城项目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 沈阳华发首府项目 沈阳华纳置业有限公司 

15 包头华发新城项目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6 华发水郡项目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7 威海华发威海九龙湾项目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自查情况和自查结论 

经查，该项目自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开全部可售

房源及价格并持续销售。该项目在领取预售许可证后销售情况正常，不存在捂

盘惜售的行为。 

经查，该项目按照一房一价原则进行备案、公示、销售，且商品房销售价

格经过备案，实际成交价格与价格备案信息、价格公示信息不存在明显偏离。

同时，经查阅相关房地产信息网站，与附近地段商品房销售价格进行对比，该

项目商品房销售价格无明显背离市场价格的情形，不存在哄抬房价的行为。 

四、关于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自查 

经自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商品房销售行为受到住建

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正在被住建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五、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

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股股东华发集团、实际控制人珠

海市国资委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华发股份对其在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报告期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

在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专项自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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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之房地产业务自查报告》。 

若华发股份存在《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房地产业务自查报告》未披露的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

给华发股份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本委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六、自查结论 

综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本次自查范围内不存在国家房地产调控相关政

策规定所禁止的闲置用地和炒地的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存在被国土部门行政处

罚和正在被国土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本次自查范围内

开盘销售的项目不存在国家房地产调控相关政策规定所禁止的捂盘惜售、哄抬

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商品房销售行为

受到住建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正在被住建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为自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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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房地产业务自查报告》之签章页）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