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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7-13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开发珠海大道北 17199 地块、金湾区西湖片区启动区

17191 地块、金湾区三灶 17196 及 17197 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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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作开发概述 

2017年 11月 3 日，鹤山市共和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

山碧桂园”）通过公开竞买方式取得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北地块（挂牌序

号为 17199 号，以下简称“17199 地块”）以及珠海市金湾区西湖片区启动区省

道 S272 西侧、山湖海路南侧地块（挂牌序号为 17191 号，以下简称“17191 地

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2017年 11月 8 日，鹤山碧桂园通过公开竞买方式取得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丹凤四路东侧两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序号分别为 17196号、17197号，

以下分别简称“17196 地块”、“17197地块”）。 

为进一步深耕珠海市场，扩大公司土地储备，充分发挥合作双方的优势，

降低项目经营风险，经友好协商，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海华发”）、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郡”）

就合作开发 17199地块、17191地块分别与鹤山碧桂园签署了《关于珠海市香洲

区珠海大道北 17199 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17199地块合作协议》”)

及《补充协议一》、《关于珠海市金湾区西湖片区启动区 17191地块合作开发协

议》(以下简称“《17191地块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一》；同时就合作开

发 17196 地块、17197 地块事宜，珠海华郡分别与鹤山碧桂园及湖北清能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清能”）分别签署了《关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17196 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17196 地块合作协议》”)及《关于珠

海市金湾区三灶 17197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17197地块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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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合作事项属于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并已履行内部决策

程序。本次合作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合作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二、合作项目情况及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一）17199地块 

1、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北、珠海大桥东侧，占地：81,545.39 平方

米，容积率：1.0＜R≤2.2，最大计容面积 179,399.86㎡，建筑密度：一级建筑

覆盖率≤28%；二级建筑覆盖率≤20%，绿地率≥35%，建筑限高：100 米（沿河

建筑限高控制在 40 米以下，沿用地南边市政规划道路建筑限高控制在 100 米以

下，其余建筑控制在 60米以下），用地性质：二类居住用地。 

2、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珠海市香洲区碧珠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1HBY7X 

成立日期：2017 年 11月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大道西 2021号 B座 13层 02室之一 

股权结构：鹤山碧桂园持股 100%。  

3、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鹤山市共和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406516943XR 

成立日期：2013 年 4月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住所：鹤山市共和镇鸡笼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股权结构：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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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331,731,277.19

元，净资产为 245,549,707.69 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为 375,478,563.92 元，净利

润为 1,613,437.64 元。 

（二）17191地块基本情况 

1、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位于珠海市金湾区西湖片区启动区省道 S272 西侧、山湖海路南侧，占

地：84,345.52 平方米，容积率：1.0＜R≤2.5，最大计容面积 210,863.8 ㎡，

建筑密度：一级建筑覆盖率≤28%；二级建筑覆盖率≤20%，绿地率≥35%，建筑

限高：60 米、局部 80-100 米（该部分建筑单元不得超过总建筑单元数的 40%，

其中 100 米不得超过总建筑单元数的 15%），用地性质：二类居住用地；需配建

21,703.79 ㎡的人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2、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碧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11WRXR 

成立日期：2017 年 11月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规划展览馆三楼 312-88房 

股权结构：鹤山碧桂园持股 100%。 

3、合作对方基本情况：鹤山碧桂园，其基本情况详见 17199地块合作对方

基本情况。 

（三）17196地块 

1、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丹凤四路东侧，占地：36,588.16 平方米，容

积率：1.0＜R≤1.8，最大计容面积 65,858.69 ㎡，建筑密度：一级建筑覆盖率

≤28%；二级建筑覆盖率≤20%，绿地率≥35%，建筑限高：60米，用地性质：二

类住宅用地；需按住宅建筑面积中的 10%配建人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2、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碧海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1K6D1U 

成立日期：2017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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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工业区金桥大厦第二层 205室 B 区 

股权结构：鹤山碧桂园持股 100%。 

3、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合作对方 1： 

鹤山碧桂园，其基本情况详见珠海大道北 17199地块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合作对方 2： 

名称：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703775874 

成立日期：2008 年 2月 

注册资本：294,042.91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万奎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 57号 

经营范围：能源投资；酒店、物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旅游产业投资；

环保工程投资；电力、机电、机械产品生产、销售相关的经营实体投资；从事酒

店、物业经营和管理；工程咨询及建设；自有资产的收购、管理和处置；物业出

租。（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52.93%，中国长

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3.20%，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87%。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0,504,067,419.05 元，

净资产 3,783,361,844.86 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 3,053,533,450.65 元，净利润

338,888,427.62 元。 

（四）17197地块 

1、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丹凤四路东侧，占地：28,752.54 平方米，容

积率：1.0＜R≤1.8，最大计容面积 51,754.57 ㎡，建筑密度：一级建筑覆盖率

≤28%；二级建筑覆盖率≤20%，绿地率≥35%，建筑限高：60米，用地性质：二

类住宅用地；需按住宅建筑面积中的 10%配建人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2、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金岛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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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1KMC5C 

成立日期：2017 年 11月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工业区金桥大厦第二层 205室 C 区 

股权结构：鹤山市共和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0%。 

3、合作对方同 17196地块合作对方一致。 

三、合作开发协议主要内容 

（一）《17199 地块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一》 

1、合同各方 

甲方：鹤山市共和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珠海市香洲区碧珠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目标地块的地价款及税、费支付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目标地块总地价款（含相关利息）及相关税费由甲乙双

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承担，通过向目标公司投入注册资本

金及股东借款进行支付。 

如乙方未按上述约定投入目标地块地价款（含地价款利息）及相关税费的，

除应按年利率 20%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应投未投部分款项的利息外，并应向甲方支

付应投未投部分款项 10%的违约金，且乙方须提供同等占用时长资金供甲方使用

或从目标公司应分配给乙方的任何资金中将同等占用时长资金直接调剂给甲方

使用；违约超过 5日的，视为乙方放弃合作，本合同解除。 

3、增资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货币向目标公司增资，其中甲方增资 4.98 亿元，乙方

增资 5亿元；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亿元，甲方持

股 50%，乙方持股 50%。 

4、目标激励售价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若目标地块所开发建设的商品住宅（不含商铺、车位）

按可售计容建筑面积计算的带装修含税销售均价超出双方约定的目标激励售价

的，则销售均价超出部分的 5%将作为销售溢价奖励分配给甲方，销售均价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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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 2.5%将作为销售溢价奖励分配给乙方，上述目标激励售价由甲方提出并

经目标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后最终确定。 

5、公司治理 

（1）目标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是目标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甲乙双方

共同组成并按照股东的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目标公司设董事会。增资后乙方向目标公司选派 2名董事，甲方选派

1名董事，最终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3人组成，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甲方选派人

员担任。董事会决议经公司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同意方可通过。 

（3）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由甲乙双方各指派一名监事。监事列席董事会

会议，但无表决权。 

6、资金管理 

目标公司应支付的目标地块成交价款、税、费等款项按本协议约定由甲乙双

方按股权比例投入，双方投入的资金可由目标公司通过前端融资所得资金进行偿

还（按股权比例分配），为此乙方同意目标公司成立后即可由甲方开展前端融资

工作，并在增资扩股时对目标公司的前端融资情况（包括融资金额及融资成本）

予以认可且配合目标公司办理相关融资手续。 

甲方前期所缴纳的目标地块的地价款（含竞买保证金），乙方按本协议约定

的股权比例计算应承担的部分，根据同等资金同等时间占用的原则，由乙方提供

同等时长占用资金或由目标公司从前端融资所得资金中优先无息出借给甲方使

用，若系目标公司从前端融资所得资金中出借资金给甲方使用的，上述目标公司

出借资金期间届满后，甲方应及时将资金归还给目标公司，目标公司在此期间过

程中为融得出借给甲方资金的融资成本由乙方承担。 

若协议一方同意其投入的土地成交价款无需目标公司从前端融资所得资金

中进行偿还的（不使用前端融资资金的），则前端融资所得资金由协议另一方使

用，但对应的融资成本由该资金使用方承担，且若该部分融资所得需股东提供担

保的，由该资金使用方提供。 

任一方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不得挪用目标公司的资金；但在目标公司账

面存在闲置资金时，在满足该项目开发未来三个月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各股东可

以按照股权比例调用闲置资金，如任一股东未能对等投入或未按本协议约定对目

标公司融资对等提供担保的，在超额投入方优先调用超额投入部分及利息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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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过未对等投入资金行为的股东方可调用的目标公司闲置资金以其投入的股

东借款及其利息为限,即目标公司偿还完其全部股东借款及其利息后,未对等投

入方不得调用目标公司资金，此时对于目标公司仍有闲置资金的由超额投入或足

额提供担保的股东方按其实际投入比例或其对目标公司融资金额实际提供担保

比例（两者取较高者）调用。 

7、违约责任 

本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意一方不

得对外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但为实施激励计划，需向各方股东团队跟投合伙企业、

各方股东关联公司转让股权的除外）或质押目标公司股权或提前退出目标公司，

否则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2000万元的违约金。 

甲乙双方未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约定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的，每逾期一天，

应向守约方支付逾期应付款项万分之二的违约金；但最迟不得逾期 1 个月，否则，

视为延迟付款方退出本协议的合作，且延迟付款方还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

2000万元的违约金。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能在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期限内，配合各方前往工商行政

主管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含未提供有效的增资所需工商资料）的，每逾

期一天，应分别向守约方支付 10 万元的违约金；逾期达 3 天的，守约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且违约方应按目标地块土地价款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配合甲方办理前端融资手续的，则视为乙方违约，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年利率 20%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该利息可

由甲方从目标公司应支付给乙方的任何款项中扣除，且甲方同时有权要求乙方一

次性向甲方支付占用资金 10%的违约金。 

前端融资资金按本协议所述的最终资金使用方，在目标地块具备办理“开发

贷”的融资条件（以取得银行同意贷款批复为准）或目标地块具备销售条件（以

两者孰先为准）时，并收到目标公司发出的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未能按

时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自有资金偿清前端融资、以自身或自身实际控制人提供抵

押及/或担保等手段解除目标地块的阶段性抵押（如有），导致目标项目无法顺利

办理“开发贷”及/或销售的，则视为该资金使用方违约。违约方除继续承担实

际使用前端融资的融资成本外，守约方有权要求该违约方按年利率 20%的标准支

付超期使用前端融资资金的利息，同时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一次性支付其使用资

金总额 10%的违约金，上述利息和违约金由守约方从目标公司应支付给该违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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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款项中扣除。 

（二）《17191 地块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一》 

1、合同各方 

甲方：鹤山市共和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珠海市碧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目标地块的地价款及税、费支付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目标地块总地价款（含相关利息）及相关税费由甲乙双

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承担，通过向目标公司投入注册资本

金及股东借款进行支付。 

如乙方未按上述约定投入目标地块地价款（含地价款利息）及相关税费的，

除应按年利率 20%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应投未投部分款项的利息外，并应向甲方支

付应投未投部分款项 10%的违约金，且乙方须提供同等占用时长资金供甲方使用

或从目标公司应分配给乙方的任何资金中将同等占用时长资金直接调剂给甲方

使用；违约超过 5日的，视为乙方放弃合作，本合同解除。 

3、增资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货币向目标公司增资，其中甲方增资 4.95 亿元，乙方

增资 5亿元；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亿元，甲方持

股 50%，乙方持股 50%。 

4、目标激励售价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若目标地块所开发建设的商品住宅（不含商铺、车位）

按可售计容建筑面积计算的带装修含税销售均价超出双方约定的目标激励售价

的，则销售均价超出部分的 5%将作为销售溢价奖励分配给甲方，销售均价超出

部分的 2.5%将作为销售溢价奖励分配给乙方，上述目标激励售价由甲方提出并

经目标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后最终确定。 

5、目标公司的治理结构、资金管理及违约责任等相关约定同《17199地块

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一致。 

（三）《17196 地块合作开发协议》 

1、合作各方 

甲方：鹤山市共和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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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珠海市碧海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目标地块的地价款及税、费支付 

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上述目标地块总地价款（含相关利息）及相关税费合

计由协议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承担，通过向目标公司投

入注册资本金及股东借款进行支付。 

如乙丙中任一方未按上述约定投入目标地块地价款（含地价款利息）及相关

税费）的（下称“违约方”），协议其它方有权直接代该违约方支付（协议其它方

均同意代为支付的，按股权比例分摊代为支付款项），违约方须提供同等占用时

长资金供代为支付方使用或从目标公司应分配给违约方的任何资金中将同等占

用时长资金直接调剂给代为支付方使用，代为支付方并可按年利率 20%的标准要

求该违约方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同时代为支付方可要求违约方一次性支付代为支

付金额 10%的违约金；违约超过 3日的，视为该违约方放弃合作，其所占有的目

标公司股权归守约方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分配。 

3、增资 

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以货币向目标公司增资，其中甲方增资额为

71,400,000 元，乙方增资额为 73,400,000 元、丙方增资额为 53,200,000 元；

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股东及其持股

比例变更为：甲方持股 36.70%，乙方持股 36.70%，丙方持股 26.60%。 

4、目标激励售价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若目标地块所开发建设的商品住宅（不含商铺，车位）

按可售计容建筑面积计算的带装修含税销售均价超出各方约定的目标激励售价

的，则销售均价超出部分的 10%将全部作为销售溢价奖励分配给各股东方，其中

的 50%分配给甲方，剩余的 50%由乙丙两方按股权比例分配。上述目标激励售价

由甲方提出并经目标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后最终确定。 

5、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 

（1）目标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是目标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甲乙丙三

方共同组成并按照股东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目标公司设董事会。增资后乙方向目标公司选派 3 名董事，协议其它

各方各选派 1名董事，最终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5人组成，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

甲方选派人员担任。董事会决议经公司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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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方可通过。 

（3）目标公司设监事会，公司的监事会由三方各委派一名监事组成。 

6、目标公司资金管理 

目标公司应支付的目标地块成交价款、税、费等费用按本协议约定由协

议各方按股权比例投入，各方投入的资金可由目标公司通过前端融资进行

偿还（按股权比例分配），为此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成立后即可由甲方开

展前端融资工作，并在增资扩股时对目标公司的前端融资情况（包括融资

金额及融资成本）予以认可且配合目标公司办理相关融资手续。 

甲方前期所缴纳的目标地块的地价款（含竞买保证金）中，乙丙两方按本协

议约定的股权比例计算分别应承担的部分，根据资金同等时间占用的原则由乙丙

两方提供同等时长占用资金或由目标公司从前端融资所得资金中优先无息出借

给甲方使用，若系目标公司从前端融资所得资金中出借资金给甲方使用的，上述

目标公司出借资金期间届满后，甲方应及时将资金归还给目标公司，目标公司在

此期间过程中为融得出借给甲方资金的融资成本由未提供同等时长占用资金的

股东方承担。 

若协议一方同意其投入的土地成交价款无需目标公司从前端融资所得资金

中进行偿还的（不使用前端融资资金的），或目标公司前端融资所得资金归还协

议各方投入的目标地块款后尚有剩余的，则前端融资所得资金的富余部分可由协

议其它方按股权比例分配使用，但资金使用方需按其实际使用比例承担富余部分

资金的融资成本，且若该部分融资所得需股东提供担保的，由资金使用方提供。 

目标公司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不包含本协议第三条的目标地块成交价

款、税、费及第四条的增资款）在项目满足银行开发贷款条件的情况下优先由

目标公司通过“开发贷”融资解决，如融资不足或无法融资的，则通过甲乙丙三

方按本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投入注册资本或股东借款的方式解决，若任一股东未

按目标公司通知的付款时间足额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且逾期超过 10 日的，

则其它方有权就该部分资金按持有的股权比例直接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未

能对等提供股东借款方应按超额投入金额向超额投入方支付资金占用费（标准按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一年期（含一年）基准贷款利率），且未能对等提供股

东借款方应将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质押给超额投入方，并应就其应投未投部分按

每年 20%的标准向超额投入方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计算至未足额提供资金股东

向目标公司补足资金之日止。该违约金可在未对等提供股东借款方应分配税后利

润中直接调减，在目标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按违约金金额相应调减违约方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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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利润，同时调增超额投入方应分配利润。 

任一方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不得挪用目标公司的资金；但在目标公司账

面存在闲置资金时，在满足该项目开发未来三个月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各股东可

以按照股权比例调用闲置资金，如任一股东未能对等投入或未按本协议约定对

目标公司融资对等提供担保的，在超额投入方优先调用超额投入部分及利息后，

曾存在过未对等投入资金行为的股东方可调用的目标公司闲置资金以其投入的

股东借款及其利息为限,即目标公司偿还完其全部股东借款及其利息后,未对等

投入方不得调用目标公司资金，此时对于目标公司仍有闲置资金的由超额投入或

足额提供担保的股东方按其实际投入比例或其对目标公司融资金额实际提供担

保比例（两者取较高者）调用。 

7、违约责任 

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未经其余各方书面同意，任

意一方不得对外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但为实施激励计划，需向各方股东团队跟投

合伙企业、操盘方集团公司转让股权的除外）或质押目标公司股权或提前退出任

一目标公司，否则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分别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2000 万

元的违约金。 

甲乙丙三方未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约定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的，每逾期一天，

应分别向守约方支付逾期应付款项万分之二的违约金；但最迟不得逾期 1 个月，

否则，视为延迟付款方退出本协议的合作，则延迟付款方的股权归守约方股东按

股权比例享有，延迟付款方还应分别向守约方股东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违约

金。 

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未能在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期限内，配合各方前往工商行

政主管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含未提供有效的增资所需工商资料）的，每

逾期一天，应分别向守约方支付 10 万元的违约金；逾期达 3 日的，视为该违约

方放弃合作，该违约方的股权归守约方股东按股权比例享有，且违约方应按目标

地块土地价款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由守约方股东按股权比例分

配。 

乙丙两方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配合甲方办理前端融资手续的，则视为

该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该违约方按年利率 20%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期间

的利息，该利息可由甲方从目标公司应支付给该违约方的任何款项中扣除，且甲

方同时有权要求该违约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占用资金 10%的违约金。 

前端融资资金按本协议所述的最终资金使用方，在目标地块具备办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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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的融资条件（以取得银行同意贷款批复为准）或目标地块具备销售条件（以

两者孰先为准）时，并收到目标公司发出的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未能按

时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自有资金偿清前端融资、以自身或自身实际控制人提供抵

押及/或担保等手段解除目标地块的阶段性抵押（如有），导致目标项目无法顺利

办理“开发贷”及/或销售的，则视为该资金使用方违约。违约方除继续承担实

际使用前端融资的融资成本外，守约方有权要求该违约方按年利率 20%的标准向

守约方支付超期使用前端融资资金的利息，同时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一次性支付

其使用资金总额 10%的违约金，上述利息和违约金由守约方按股权比例享有，且

可由守约方从目标公司应支付给该违约方的任何款项中扣除。 

（四）《17197地块合作协议》 

1、合作各方 

甲方：鹤山市共和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珠海市金岛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目标地块的地价款及税、费支付 

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上述目标地块总地价款（含相关利息）及相关税费由

协议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承担，通过向目标公司投入注

册资本金及股东借款进行支付。 

如乙丙中任一方未按上述约定投入目标地块地价款（含地价款利息）及相关

税费）的（下称“违约方”），协议其它方有权直接代该违约方支付（协议其它方

均同意代为支付的，按股权比例分摊代为支付款项），违约方须提供同等占用时

长资金供代为支付方使用或从目标公司应分配给违约方的任何资金中将同等占

用时长资金直接调剂给代为支付方使用，代为支付方并可按年利率 20%的标准要

求该违约方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同时代为支付方可要求违约方一次性支付代为支

付金额 10%的违约金；违约超过 3日的，视为该违约方放弃合作，其所占有的目

标公司股权归守约方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分配。 

3、增资 

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以货币向目标公司增资，其中甲方增资额为

53,050,000 元，乙方增资额为 55,050,000 元、丙方增资额为 39,900,000 元；

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50,000,000元，股东及其持股

比例变更为：甲方持股 36.70%，乙方持股 36.70%，丙方持股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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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标激励售价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若目标地块所开发建设的商品住宅（不含商铺，车位）

按可售计容建筑面积计算的带装修含税销售均价超出各方约定的目标激励售价

的，则销售均价超出部分的 10%将全部作为销售溢价奖励分配给各股东方，其中

的 50%分配给甲方，剩余的 50%由乙丙两方按股权比例分配。上述目标激励售价

由甲方提出并经目标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后最终确定。 

5、目标公司的治理结构、资金管理及违约责任等相关约定同《17196地块合

作开发协议》约定的内容一致。 

四、合作开发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合作双方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分散经营风险，

提高项目收益率，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珠海市场的土地储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备查文件 

1、《关于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北 17199 地块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

议一》； 

2、《关于珠海市金湾区西湖片区启动区 17191地块合作开发协议》及《补

充协议一》； 

3、《关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17196地块合作开发协议》； 

4、《关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17197地块合作开发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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