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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未发行债券、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四）本次债券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债券规模计划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以15亿元的发行规模计算，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

全部发行完毕后，本公司的累计发行公司债券余额为15亿元。 2015年3月末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为380,

912.00万元， 本次债券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占公司2015年3月31日合并口径净资产的比例为

39.38%，未超过最近一期末公司净资产的40%。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 1.28 1.91 2.17 3.23

速动比率 0.39 0.61 0.56 0.55

资产负债率 78.59% 77.19% 74.89% 70.81%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财务指标 2015年1-3月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EBITDA利息保障倍

数

0.08 1.06 1.32 0.75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合计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费用+折旧摊销）/（利息费用+资本化利息支出）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演变情况

（一）公司设立情况

华业地产原名“内蒙古仕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股批字[1998]34

号文”批准，以仕奇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呼和浩特市第一针织厂、呼和浩特市纺织建筑安装公司、内

蒙古塞北星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信托投资公司于1998年10月9日共同发起设立的，截至1998年9月

20日止，经内蒙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会验字[1998]第222号验资报告共收到其发起股东投入的资本

130,048,847.78元人民币，其中1.30048：1的比例折股，由各发起人按在公司的股权比例分享，其余部分

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1998年10月9日内蒙古仕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蒙古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

工商登记。

（二）公司上市以来股本演变

1、2000年5月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0]58号文” 批准，仕奇实业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7,500万股，其中：向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4,000万股，于2000年6月28日上市交易；向法人配售3,

500万股，于2000年12月28日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17,500万股。 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内蒙古仕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462,116 56.26%

2 呼和浩特市第一针织厂 384,471 0.22%

3 呼和浩特市纺织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384,471 0.22%

4 内蒙古塞北星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384,471 0.22%

5 包头市信托投资公司 384,471 0.22%

6 社会公众股 75,000,000 42.86%

合计 175,000,000 100.00%

2、2002年12月，股权转让

由于纺织服装行业竞争激烈以及自身的管理原因， 公司经营业绩迅速下滑，200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2002年亏损进一步扩大。 2002年12月23日，仕奇集团与华业发展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仕奇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国有法人股5,075万股以每股5.32元转让给华业发展，转让总价款为

27,0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函 [2003]149号文批准， 并于

2003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华业发展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9%。 收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华业发展 50,750,000 29.00%

2 内蒙古仕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712,116 27.26%

3 呼和浩特市第一针织厂 384,471 0.22%

4 呼和浩特市纺织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384,471 0.22%

5 内蒙古塞北星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384,471 0.22%

6 包头市信托投资公司 384,471 0.22%

7 社会公众股 75,000,000 42.86%

合 计 175,000,000 100.00%

3、2003年，股权转让

仕奇集团、内蒙古塞北星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信托投资公司与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保宏公司” ）分别于2003年9月27日、2003年11月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后于

2003年12月26日与华保宏公司签订了《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根据协议上述三家公司将其持有华

业地产的国有法人股47,712,116股、384,471股、384,471股以每股5.32元分别转让给华保宏公司， 此次

股权转让已于2004年2月15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4]90号文” 批准，并于

2004年4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华保宏公司已持有48,481,058股，持股比例为27.70%，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股权转让

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华业发展 50,750,000 29.00%

2 华保宏公司 48,481,058 27.70%

3 呼和浩特市第一针织厂 384,471 0.22%

4 呼和浩特市纺织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384,471 0.22%

5 社会公众股 75,000,000 42.86%

合计 175,000,000 100.00%

4、2004年，公司更名

经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2005年6月，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公司名称变更为“内蒙古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简称自2005年6月

23日起更名为“华业地产” ，公司股票代码不变。

5、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5年12月26日，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华业发展、华保宏公司按每10

股流通股获送1.5股的比例向全体流通股股东送股，送股总数为1,125万股。 方案实施后，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为8,875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8,625万股，公司总股本不变。

6、2006年8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6年8月，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公司2006年半年报总股本175,000,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比例为每10股转增10股，总计转增股份17,500万股。 以

此次转增完成以后，公司总股本变为35,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17,750万股，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为17,250万股。

2006年11月，公司正式从呼和浩特市迁至北京市，并且更名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7、2007年11月，非公开发行股份

2007年11月，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400号文批准，于2007年11月28日

以非公开发售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实际

发行价格为13.00元， 共计募集资金1,04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1,017,375,000

元。 经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华验字[2007]129号《验资报告》验证，该笔资金已经汇入公

司账户。 公司股本总额由35,000万股增至43,000万股。

8、2008年5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8年5月，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公司2007年年报总股本43,000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比例为每10股转增5股，总计转增股份21,500万股。 以此次转增

完成以后，公司总股本变为64,500万股。

9、2012年5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2年5月11日，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上市公司以2011年12月31日总股本645,000,000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资本公积转增12股。 此次转增完成以后,上市公司总

股本变为1,419,000,000股。 并于2012年8月3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注册登记，变更后注册资

本为141,900万元。

10、2013年4月，公司股权激励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4月17日第五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上市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52名

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实际行权共525.36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3.70元， 上市公司申请增加股本

525.36万元，由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一次缴足，变更后的股本为142,425.36万元，该出资业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京报字[2013]第00023号验资报告验证。 并于2013年9月11日在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变更注册登记，变更后注册资本为142,425.36万元。

11、2015年6月，公司更名

2015年5月25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的议案》，同意将

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1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名称经营范围变更，并领取了新的《营业

执照》。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1月12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同意公

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重庆玖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威医疗” ）、李伟合计持有的重庆捷尔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尔医疗” ）100%股权。

2015年5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2015年5月25日，华业地产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正式方案；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华业地产已与玖威医疗、李伟已办理标的股权交割过户，华业地产已向玖

威医疗和李伟支付股权收购款70,950万元，占本次交易金额33%。 该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如下：

1、交易方案

根据华业地产与玖威医疗、李伟及李仕林签署的《重大资产购买协议》及《重大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

协议》，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捷尔医疗100%的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购买者 出让者

转让目标公司出资

额（万元）

转让目标公司股权

比例

拟支付现金数额（万

元）

1

华业地产

玖威医疗 52,470 99% 212,850

2 李伟 530 1% 2,150

合 计 53,000 100% 215,000

注：本次交易完成前，李仕林为捷尔医疗实际控制人。

2015年1月6日，华业地产与玖威医疗、李伟以及李仕林签署了《重大资产购买协议》；2015年4月28

日，华业地产与玖威医疗、李伟以及李仕林签署了《重大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玖威医疗、李伟，详细信息参见“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一、交易对方概

况” 。

（2）交易对价

根据《重大资产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应参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捷尔医疗收益法下的评估值为

181,516.58万元， 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99,072.14万元， 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即为181,

516.58万元，该评估值较净资产账面价值63,324.91万元，评估增值率为186.64%。

经交易各方协商，捷尔医疗100%股权作价根据估值确定为215,000万元。

（3）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资金来源于上市公司自筹资金。

本次交易之交易价款由华业地产向玖威医疗、李伟分三次支付完毕。其中，交割日后5个工作日内，支

付交易价款的33%；2015年捷尔医疗《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价款的33%；2016年

捷尔医疗《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价款的34%。

（4）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玖威医疗和李伟将对捷尔医疗2015年至2020年的合并报表口径

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进行承诺，因交易价格较实际评估值有所

溢价，业绩承诺金额在评估报告预测净利润基础上按相同的溢价率进行提升，即

每年承诺净利润金额=资产评估报告中2015年至2020年的预测净利润 ×本次交易总金额÷标的资

产评估金额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确定的2015年至2020年每年承诺净利润金额分别为13,153万元、22,017万

元、29,834万元、36,706万元、41,071万元、41,929万元，如果捷尔医疗未实现上述承诺的业绩，则由玖

威医疗、李伟按照《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李仕林女士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补偿方式为现金。 如捷尔医疗在2015年至2020年任何年度未能实现承诺的净利润，则玖威医疗、李

伟应在华业地产对应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华业地产支付补偿，当

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

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若后一年度目标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超出乙方对应年度承诺的净利润数，则超出金额不得冲回

前一年度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补偿金额。

（5）收购资金的来源

华业地产本次收购价款主要来源为自有资金，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华业地产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

额为29.83亿元，根据上市公司房地产发展规划，上市公司近期无新增房地产项目计划，2015年、2016年的

工程项目支出将有所减少；华业东方玫瑰家园等项目预计2015年至2016年将持续进行销售，通州区梨园

镇东小马旧村土地以及合作开发项目预计将于2015年进行结算。工程项目支出的减少及项目的持续结算

将增加华业地产未来可使用货币资金总额，从而保障本次交易的价款支付。

在自有资金存在其他使用安排的情况下，华业地产不排除以其他融资方式融资支付本次收购价款。

2、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住 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二路137号25层1号

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二路137号25层1号

法定代表人 刘荣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06月15日

注册资本 53,000万元 实收资本 53,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09年06月15日至永久 税务登记证号码

高 新 国 税 字

500903688945933

营业执照注册号 500901000093613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68894593-3

经营范围

批发Ⅱ类、Ⅲ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用于心脏的治疗、急救装置除外）、6823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 Ⅱ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

室设备及器具、 Ⅲ类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

备、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

内窥镜设备（1除外）、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54手术室、急症室、诊疗室及器具

（4除外）、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7介入器材（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

经营）。 销售Ⅰ类医疗器械、五金、交电、百货、文教体育用品，医院项目管理。（以上经营范

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

经营。 ）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捷尔医疗主营业务包括医药（含药品、设备、器械、耗材）商业业务和医疗服务业务。业务分类情况如

下图所示：

①医药商业业务，是指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范围内，以批发的形式将购进的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给

其他药品流通企业和医疗机构或以零售的形式将购进的药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药品经营流转过程。

捷尔医疗目前的医药商业业务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过业务重组获取的原恒韵医药的全

部医疗器械、设备及耗材代理业务。 主要供应大坪医院、新桥医院、西南医院三家医院，收购之前，恒韵医

药已经与上述三家医院建立了稳定的供应渠道，是三家医院医疗器械、耗材、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供应范

围涵盖各个科室高中低端各种器械耗材。另一部分是重医三院成立后，捷尔医疗将成为重医三院的药品、

试剂、医用设备、器械、耗材等项目的提供商。

②医疗服务业务，是指以医院为主要载体，通过医生和相关医疗设备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或

医疗措施，从而达到挽救患者个体生命、延长患者寿命或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医疗服务业务本质上

是以医院为载体，以医疗从业者为核心，以医疗设备为手段，直接面对医疗服务需求者的医疗卫生服务提

供流程。 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是医疗卫生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根本出发点，是整个医疗产业链的关键

所在。 医院通常按病人不同的需求组建不同的科室提供医疗服务。 主要常见的科室包括内科、外科、妇产

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小儿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精神科、传染科、结核科、肿瘤科、急

诊医学科等。

捷尔医疗医疗服务分为以下两种模式：通过合作分成方式投资医疗中心和投资与重庆医科大学合作

建立重医三院提供医疗服务。 捷尔医疗投资的医疗中心主要有与大坪医院合作的放射治疗中心、核磁共

振中心、健康检查中心；与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合作的健康体检科。

（3）标的资产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重组报告书，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两年一期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1月 2013年末 2012年末

流动资产 19,895.75 11,497.08 7,217.01

非流动资产 70,629.52 14,258.66 15,466.74

资产总额 90,525.27 25,755.74 22,683.75

流动负债 10,700.36 9,563.73 11,319.25

非流动负债 16,500.00 - -

负 债 27,200.36 9,563.73 11,319.25

所有者权益 63,324.91 16,192.01 11,364.50

②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11月 2013年 2012年

营业总收入 19,057.51 17,178.94 12,753.75

营业利润 9,048.25 9,471.65 6,086.74

利润总额 9,039.27 9,461.63 6,086.74

净利润 6,755.78 7,062.14 4,562.42

注：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捷尔医疗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处财务数据模拟剥离了

与本次收购无关的资产及负债；同时捷尔医疗在2014年11月完成对恒韵医药医疗设备、器械和耗材流通

业务的收购，本处财务数据假设该次业务收购在2012年1月1日即已发生，在此基础上编制备考财务数据。

③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年1-11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资产负债率 30.05% 37.13% 49.90%

营业利润率 47.48% 55.14% 47.73%

毛利率 62.79% 65.17% 61.02%

净利率 35.45% 41.11% 35.77%

净资产收益率 10.67% 43.61% 40.15%

（4）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重组由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分别采

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1月30日。

截至评估基准日，捷尔医疗收益法下的评估价值为181,516.58万元，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价值为99,

072.14万元；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为181,516.58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净资产账面值为63,324.91万元，评估估值增值率为186.64%。

二、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结构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424,253,600股， 无限售股。

（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持股数量（股）

1 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23.44 333,895,031

2 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15.33 218,336,855

3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宏贸易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3.86 55,000,000

4 张美秀 自然人 1.11 15,766,688

5 谢丽芳 自然人 0.99 14,077,090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3,841,32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沪股通) 0.82 11,688,038

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7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基金 0.77 11,000,000

9 朱珊莹 自然人 0.59 8,433,699

10 陈浩钦 自然人 0.57 8,183,555

合计 48.45 690,222,280

三、发行人组织结构和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一）发行人组织结构

公司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同时

公司建立了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组织架构，保障了公司的运营效率。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组

织结构如图所示：

注：医疗下属2家子公司指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2015年新设公

司，拟开展医疗业务投资业务。

（二）发行人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1、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控股一级子公司共29家，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设立方式取得：

长春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000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关审批许可证经营)

大连海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333 100 房地产开发和销售

托里县华兴业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2,000 100

矿业投资、矿产资源开发经营、矿产品加工及销售，

基础设施建设。

托里县华富兴业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100 100

矿业投资、矿产品资源开发经营、矿产品加工销售、

基础设施建设

三亚恒信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0 70% 房地产开发(凭许可证经营)、商品房销售、商铺出租

北京康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00 100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 （不含餐饮、 医疗服

务）；销售医疗器械（限I类）、体育用品（不含弩）、

日用品

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00

企业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

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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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00 100

医院项目管理、医院受托管理；Ⅰ类医疗器械销售

及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医疗产品研发；企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

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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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深圳市华盛业投资有限公司 32,715 100

在宗地号为G01020-0186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投资兴办实业

深圳市华佳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00 100

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深圳市华恒兴业投资有限公

司

3,000 100

在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3,000 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 1,063.80 100

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从事南山地

块号为K701－0014号土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500 1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经济信息查询

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00 投资管理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6,800 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500 100 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资质以证书为准)

陕西盛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5,000 90

矿产探勘；矿产品开发、加工、选冶、销售及技术咨

询服务；工矿设备及配件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凡涉

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凭许可证、资质证在有效

期内经营）

托里县立鑫矿业有限公司 1,0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黄金开采。 一般经营项目：黄金加

工、销售（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需凭有效许可方可

经营）

奎屯华圣商贸有限公司 2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法律有规定的进出口项目除外），五金

工具，建筑材料，农业机械，农畜产品（专项除外），

百货，文具用品，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

（稀贵金属除外）的销售，房屋租赁，仓储服务（易

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矿产品（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新疆达文矿业有限公司 800 95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矿产品的加工、

销售。 矿业信息咨询、机械配件加工

新疆舜天矿业有限公司 100 95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矿产品的加工、

销售。 矿业投资及咨询服务

新疆博金矿业有限公司 1,0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矿业投资，农业

投资，商业投资，矿业技术咨询；销售：矿产品，机械

设备，电子产品，电线电缆，计算机设备及耗材，家

用电器，汽车配件，建筑材料

新疆大绿洲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6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农作物种植；牲

畜养殖

西安中正矿业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30 100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咨询；勘查、开采手续的代理服

务（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

从其规定）

北京经世高矿业咨询有限公

司

3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经济咨询；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未取的行

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内蒙古大有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对农牧业、采矿

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商业投资（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

营）

中矿元亨（北京）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1,9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推

广、技术服务；销售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化工产品 （不含易制毒化学品及化学危险品）。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海南长盛置业有限公司 2,000 65

房地产投资开发，农业、林业开发、种植及销售，水

产养殖及销售，投资咨询，商务咨询，房产租赁，化

工产品开发、销售（专营除外），环保工程，信息技

术工程，生物技术工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机电设

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钢材、机电产品、汽车配

件、日用五金、服饰百货、家用电器、办公设备等的

批发零售，酒店管理。 （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需凭许

可证经营）

子公司最近一年基本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净利润

2014年末 2014年末 2014年末 2014年度 2014年度

长春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2.88 24,286.95 15,715.93 18,100.79 -729.22

大连海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4,244.08 150,030.50 4,213.58 38,296.26 -4,787.22

托里县华兴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37,258.79 37,480.19 -221.40 6.53 -704.93

托里县华富兴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0.69 1,153.08 47.61 -- -0.37

三亚恒信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13.10 2.71 910.39 -- -81.98

北京康年养老服务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00.01 0.11 99.90 -- -0.10

深圳市华盛业投资投资有限公司 76,871.73 65,422.17 11,449.56 126.20 405.99

深圳市华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91,050.91 284,693.63 6,357.28 -- -2,853.72

深圳市华恒兴业投资业投资有限公司 2,998.56 1.12 2,997.45 -- -1.87

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6,699.66 224,894.65 91,805.01 2,738.05 9,944.04

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 137,005.70 135,458.72 1,546.98 -- 4,588.92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21.98 282.39 5,139.59 -- -30.67

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90,916.13 91,484.97 -568.84 -- -89.47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34,438.64 652,271.19 182,167.45 214,793.57 75,551.52

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2,444.02 69,397.29 3,046.73 -- -225.10

陕西盛安矿业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52,912.56 59,034.31 -6,121.75 -- -3,569.13

托里县立鑫矿业安矿业有限公司 4,719.10 4,583.54 135.56 -- -330.54

奎屯华圣商贸有限公司 1,032.18 837.74 194.44 -- -1.54

新疆达文矿业有限公司 2,523.06 1,872.88 650.18 -- -15.19

新疆舜天矿业有限公司 2,092.11 2,001.60 90.51 -- -0.33

新疆博金矿业有限公司 1,141.30 666.11 475.19 -- -12.30

新疆大绿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196.30 1,197.28 0.98 -- -0.31

西安中正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334.41 1,319.89 14.52 -- -1.14

北京经世高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2,713.59 2,686.49 27.10 -- -1.94

内蒙古大有投资有限公司 408.96 411.28 -2.32 -- -1.34

中矿元亨（北京）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619.57 1,710.67 -91.10 -- -119.15

海南长盛置业有限公司 2,733.61 901.00 1,832.61 -- -88.40

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83,001.04 78,003.50 4,997.54 - -2.46

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99.99 2.50 4,997.49 - -2.51

2、参股企业

截至2015年3月31日，发行人参股企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产品或服务

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2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北京华恒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2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北京华富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2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上海晟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0,080 22.22%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

深圳国泰君安申易一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40,000 25%

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

业投资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

问、受托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

不含限制项目）。 ^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简介

1、控股股东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业发展持有公司333,895,031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3.44%，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

①华业发展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5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 46,500万元

组织结构代码 61885741-x

法定代表人 陈成宏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1043号深勘大厦20层

主要经营业务 在合法取得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②华业发展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55,792.51 314,131.65

总负债 264,626.14 226,041.20

所有者权益 91,166.37 88,090.45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度

收入 314.55 1,437.34

利润 3,075.92 5,837.08

注：华业发展2014年度 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2、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盛大控股有限公司及周文焕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的产权关系如下：

（1）盛大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盛大控股有限公司（PROVANTAGE�HOLDINGS�LIMITED）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ZHOU�WEN�HUAN

成立日期 2005年4月28日

主要经营业务 国际商务贸易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

公司的股权情况

无

（2）周文焕

姓名 周文焕（ZHOU�WEN�HUAN）

国籍 澳大利亚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是

最近5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国际商务贸易

过去10年曾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情况 无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已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333,895,031

股股票中的333,800,000股对外质押，质押期限自2014年9月12日起一年。该项质押登记手续已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PROP系统办理完成。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其他企业投资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业发展对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外企业的直接持股情况如

下：

控股股东直接持股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华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60 100.00%

深圳市骏嘉投资有限公司 35,715 100.00%

深圳市粤华恒威投资有限公司 1,000 95.00%

平泉县金宝矿业有限公司 28,300 51%

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持股数（万股）

徐红 女 46 董事长 2014.08.08-2017.08.07 70.38

蔡惠丽 女 49 董事 2014.08.08-2017.08.07 0.00

燕飞 男 37 董事、总经理 2014.08.08-2017.08.07 44.00

颉茂华 男 52 独立董事 2014.08.08-2017.08.07 0.00

黄健 男 40 独立董事 2014.08.08-2017.08.07 0.00

张焰 男 47 监事会主席 2014.08.08-2017.08.07 0.00

蒋丰青 女 45 监事 2014.08.08-2017.08.07 0.00

王剑聪 男 38 职工监事 2014.08.08-2017.08.07 0.00

赵双燕 女 38 董事会秘书 2014.08.08-2017.08.07 0.00

毕玉华 女 57 常务副总经理 2014.08.08-2017.08.07 33.00

莘雷 男 52 副总经理 2014.08.08-2017.08.07 33.00

郭洋 男 35 财务总监 2014.06.10-2017.08.07 0.00

（二）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经历

1、董事会成员简介

徐红：女，1968年出生，硕士。 2006年2月至今在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并于2007

年12月26日至2013年8月22日兼任总经理。

蔡惠丽：女，1965年出生，大学本科。 2000年至今在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工作，2003年9月至今

在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燕飞：男，1977年出生，硕士。 2005年6月至今就职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历

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0年7月起任公司董事，2013年8月22日起任公司总经理。

黄健：男，1975年出生，硕士，2012年至今在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颉茂华：男，1962年出生，硕士，2000年至今在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会计系主任。 2011年7月至

今在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简介

张焰，男，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 2004年4月至今在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装修设

计总监、公司监事。

蒋丰青，女，1969年出生，大学本科。 2000年至今在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工作，2004年4月至

今在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王剑聪，男，1976年出生。 2003年至今在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综合开发部经理、

职工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燕飞：见本部分1、董事会成员简介

毕玉华：女，1957年10月出生，大专。 2006年至今历任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同预算部经

理、总经济师；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莘雷：男，1962年出生，本科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工民建专业。 2007年至

今历任华业资本控股下属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郭洋：男，1979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与会计专业硕士，中央财经大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学

士。 历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财务科长，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金融街

（天津）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总经理，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总监。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赵双燕：女，1976年出生，南开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天津大学工学学士。历任北京财富汇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分析师、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经理、公司证券管理部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

（三）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姓名 任发行人职务 兼职单位名称

在兼职单位担任

职务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关系

徐红 董事长

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大连海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康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华恒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参股公司

北京华富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参股公司

燕飞 董事、总经理

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蔡惠丽 董事

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长春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发行人控股股东

颉茂华 独立董事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系主任 非关联方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非关联方

黄健 独立董事 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非关联方

张焰 监事会主席

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参股公司

深圳市粤华恒威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蒋丰青 监事

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主要股东之一

长春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王剑聪 职工监事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托里县华兴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托里县华富兴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赵双燕 董事会秘书 无 无 无

毕玉华 常务副总经理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莘雷 副总经理 无 无 无

郭洋 财务总监

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参股公司

北京华恒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参股公司

北京华富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发行人参股公司

六、发行人主营业务

（一）发行人主要产品、服务情况及用途

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项目投资（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管理；酒店管理；健康咨询服务（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计

算机技术培训；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

会议中心的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业务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根据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计划，公司未来将在保证公司现有房地产开发业务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积极

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形成房地产、医疗健康、金融和矿业投资四大业务板块，并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及市

场发展状况，明确将医疗健康产业作为公司未来重点投资方向。

1、房地产业务

房地产业务为房地产的开发与经营，主要产品包括住宅、附属或配套商业、城市综合体等。报告期内，

公司开发的主要项目有北京通州核心区项目（已转让控制权）、华业?东方玫瑰、华业玫瑰东筑、华业?玫

瑰谷、华业玫瑰东方、华业玫瑰东方Ⅱ期、华业玫瑰四季馨园等。

2、矿产投资业务

发行人矿产投资业务主要矿业勘探及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在新疆、云南和陕西拥有39?个探矿权，已

拥有新疆托里县齐求3号金矿采矿权和新疆托里县塔尔巴斯套金矿采矿权。

3、金融投资业务

公司于2014年1月6日与国泰君安申易（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伟星集团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深圳国泰君安申易一期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共同发起设立合伙企业深圳国泰君安申易一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合伙企业” ）。 合伙企业成立时，基金的募集规模为人民币40,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0.00万元，出资金额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比例为25.00%。

4、医疗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拟以现金购买方式收购捷尔医疗100%股权，参与医疗

行业投资，发行人将通过此次收购医疗资产，新增医药商业和医疗服务业务。

（二）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房地产业务，其他业务目前仍处于投资发展期。

1、房地产业务

（1）房地产开发模式

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主要模式为：研究立项，独立开发，即独立完成土地购置、自主进行土地

开发后，通过招投标由专业建筑工程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在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下，将适当采取合作、合资等多种方式开发和经营房地产业务。

（2）采购模式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主要涉及主体建安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造价、监理、铝合金、外墙涂

料、园林绿化、智能化等工程的招标，电梯、空调、配电等设备以及精装修材料的采购等。其中，各项目的主

体建安工程及立项审批时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公开招标的其他工程， 进入各地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公开招

标；项目立项时，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可由公司自行组织招标的工程及其他设备、材料采购等，由公司自

行组织招标。 为加强招标工作领导，确保招标投标活动规范有序，公司专门成立了招投采购部，负责招标

工作的指导、监督，落实和实施；招标工作接受各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

（3）销售模式

公司营销工作涉及公司整体形象的宣传和推广，通过对公司品牌的整体推广，将公司地产品牌的影

响力扩大到目标客户群体；同时，公司组织进行具体项目的宣传和推广活动；自主组织销售模式下公司销

售部门专门负责具体项目的销售流程，自客户接待直至产品交付、交房手续办理将提供全程专业服务；联

合代理销售模式下，外聘代理公司人员不参与具体销售方案策划，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销售方案执行。

（4）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及构成

①按产品类型划分销售收入及构成：

单位：万元

业务

类别

2015年1-3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商品房销售 18,926.89 92.14% 271,946.68 98.86% 276,286.44 98.93% 153,599.35 98.14%

房地产租赁及其他 1,614.28 7.86% 3,148.55 1.14% 2,999.92 1.07% 2,916.93 1.86%

合计 20,541.17 100% 275,095.23 100% 279,286.36 100% 156,516.28 100%

②按照销售区域划分销售收入及构成：

单位：万元

区域

2015年1-3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北京 12,052.48 58.67% 217085.5 78.91% 193837.3 69.40% 128,368.29 82.02%

大连 6,815.45 33.18% 38296.26 13.92% 62727.71 22.46% 13,705.01 8.76%

长春 1,248.45 6.08% 18100.79 6.58% 21189.22 7.59% 12,446.74 7.95%

深圳 424.79 2.07% 1606.19 0.58% 1532.14 0.55% 1,996.25 1.28%

新疆 - - 6.53 0.00% - - - -

合计 20,541.17 100% 275,095.23 100% 279,286.36 100% 156,516.28 100%

商品房销售是公司房地产业务板块的主要产品。 虽然近年来随着公司进入矿业、金融业和医疗服务

等新领域，商品房销售收入在公司的主营业务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收益。

（5）主要客户情况

发行人房地产业务以商品房开发和商业地产租赁为主， 主要客户一般为商业连锁公司及个人客户。

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名客户具体如下：

序号

2015年一季度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 北京华恒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81.89 3.81%

2 个人客户 502.33 2.45%

3 个人客户 467.84 2.28%

4 个人客户 467.05 2.27%

5 个人客户 463.37 2.26%

合 计 2,682.48 13.06%

序号

2014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 北京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1,587.48 0.58%

2 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1,033.84 0.38%

3 个人客户 792.43 0.29%

4 个人客户 593.52 0.22%

5 个人客户 497.66 0.18%

合 计 4,504.92 1.65%

序号

2013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 北京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1,545.53 0.55%

2 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1,003.72 0.36%

3 个人客户 682.86 0.25%

4 个人客户 598.74 0.21%

5 个人客户 468.91 0.17%

合 计 4,299.77 1.54%

序号

2012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 北京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1,504.49 0.96%

2 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974.49 0.62%

3 个人客户 805.22 0.51%

4 个人客户 561.50 0.36%

5 个人客户 382.54 0.25%

合 计 4,228.24 2.70%

（6）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名供应商具体如下：

序号

2015年一季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采购产品类型

1

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1,579.95 31.05% 门窗

2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255.20 5.01% 幕墙

3

深圳市百川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227.40 4.47% 涂料

4 北京嘉洁能科技有限公司 222.88 4.38% 计量表

5

深圳市信德瑞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193.00 3.79% 配电柜

合 计 2,478.42 48.70% -

序号

2014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采购产品类型

1

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3,486.82 40.26% 门窗

2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982.01 11.34% 电梯

3 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 933.28 10.77% 电梯

4 德利尔（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585.96 6.76% 门窗

5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26.64 6.08% 石材

合 计 6,514.71 75.21% -

序号

2013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采购产品类型

1

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

2,315.53 33.40% 门窗

2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918.25 13.25% 电梯

3 北京华天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699.20 10.09% 慕墙

4

北京富思特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

358.60 5.17% 涂料

5 浙江星月门业有限公司 274.68 3.96% 门

合 计 4,566.26 65.87% -

序号

2012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采购产品类型

1

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

1,546.21 21.85% 门窗

2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768.82 10.87% 电梯

3 德利尔（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395.56 5.59% 门窗

4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328.81 4.65% 电梯

5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322.54 4.56% 电梯

合 计 3,361.94 47.52% -

2、矿业投资

发行人矿业投资主要获取探矿权和采矿权为主，发行人拥有采矿权和探矿权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产 品

1

托里县华兴业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

新疆托里县齐求3号金矿采矿权、新疆阿合奇县苏木塔什金矿探矿权

2

陕西盛安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

陕西省宁强县鸡头山-小燕子沟一带金矿探矿权、陕西省宁强县金硐子沟一带铜金矿探

矿权

3

托里县立鑫矿业有限

公司

新疆托里塔尔巴斯套金矿采矿权

4

奎屯华圣商贸有限公

司

新疆托里县翁格尔阔腊金矿探矿权、新疆托里县巴孜勒阔腊斯铜矿探矿权

5

新疆达文矿业有限公

司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乌兰柯顺金矿探矿权、新疆鄯善县红柳沟北铜金矿探矿权、新疆和布

克赛尔县巴音郭勒金矿探矿权

6

新疆舜天矿业有限公

司

新疆和丰县哈克顿铜矿探矿权

7

新疆博金矿业有限公

司

新疆富蕴县加乌尔铜矿探矿权、新疆富蕴县沙汗达拉铜金矿探矿权、新疆富蕴县舍勒高

金矿探矿权、新疆富蕴县玉什塔斯北金矿探矿权

8

新疆大绿洲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新疆布尔津县阿斯道乌山金矿探矿权、新疆布尔津县韦子沟铍矿探矿权、新疆富蕴县-福

海县玉依塔勒铜钼矿探矿权、新疆富蕴县玉依尔塔勒克铜钼矿探矿权

9

西安中正矿业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新疆温泉县松滚特铜矿探矿权、新疆温泉县果勒尕协力金矿探矿权、新疆温泉县捷麦克

金矿探矿权

10

北京经世高矿业咨询

有限公司

新疆阿图什市西塔琼金矿（一）探矿权、新疆阿图什市西塔琼金矿（二）探矿权、新疆阿

图什市托库依尔克金矿探矿权、新疆阿图什市恰尔乔阔山金矿探矿权

11

内蒙古大有投资有限

公司

新疆新源县确鹿特金矿探矿权、新疆昭苏县那英卡木尔金矿探矿权、新疆玛纳斯县也格

致阿苏金矿探矿权

12

中矿元亨（北京）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乌苏市乌兰萨德克诺尔南金矿普查、新疆和静县嘎图铅锌矿普查、新疆和静县哈布

其罕沟铅锌多金属矿详查、新疆和静县哈尔咳勒达坂东铅锌矿详查、新疆乌苏市却兰金

矿探矿权、新疆尼勒克县努拉塞西铜矿探矿权、新疆新源县喀拉库勒阿苏西区一带金矿

探矿权、新疆新源县贝勒金矿探矿权、新疆拜城县喀拉萨依铜矿探矿权、新疆尼勒克县托

斯巴萨依金矿探矿权、云南省寻甸县大石岩铜矿探矿权、发行人矿产投资业务主要矿业

勘探及建设省景洪市叭庄金矿探矿权

截止至2015年3月31日，发行人矿业投资及金融投资仍处于投资阶段，未形成收益。

3、发行人当前拥有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

华业资本及其子公司主要业务资质情况如下：

证书类型 资质等级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一级 建开企[2013]1312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四级 深房开字（2014）528号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

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四级 JFK-A053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注：深圳市华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凯喜雅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资质证

书续期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三）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要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

1、公司房地产项目情况

（1）已完工项目

①华业·玫瑰东方

项目 内容

经营开发主体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取得方式 出让取得

土地出让金支付情况、土地闲置情况、炒地情况、捂

盘惜售和哄抬房价情况

已足额支付，不存在土地闲置情形、炒地情况、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

情况

项目位置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西北侧、先东南侧、西部通道

占地面积 37,004.5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39,770平方米

主要类型 住宅、公寓、公建、车库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情况 地字第210204200800060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情况 大国用（2009）第03013号、大国用（2012）第03050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况 建字第210204200900042号、建字第210204200900059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情况 210201200907080101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情况

大房预许字第20090078号、大房预许字第20090072号、大房预许字

第20090056

(下转A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