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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控股退出香港地产项目 内保外贷融资数十亿港元
本报记者 余燕明 北京报道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000042.SZ，下称“中洲控
股”）决计退出香港房地产投资市
场。 过去两年间，这家深交所上市
公司在香港部署了数十亿港元用
以收购当地房地产开发项目。
日前，中洲控股披露向关联方

出售中洲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

群岛设立。

54 亿港元银行借款及 11 亿港元

司（下称“中洲香港”）全部股权及
债权，中洲香港间接持有位于香港

中洲控股向中洲集团转让中
洲香港的交易对价为 21.5 亿港元，

股东贷款。
“
近两年房地产已经被监管层

的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受让方为中洲（集团）控股有

其中包括 10.6 亿港元股权对价，11
亿港元股东贷款，公司预计将实现

列为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中洲控
股方面向《中国经营报》 记者回复

限公司（下称
“中洲集团”），该公司
唯一股东是中洲控股实际控制人

投资收益约 10 亿港元。
黄光苗实际控制的中洲集团

黄光苗。中洲集团并没有实际经营
业务，2017 年 4 月初在英属维京

收购中洲香港全部股权后，也将承
接中洲香港的主要债务， 包括约

称，
“
之前香港房地产市场融资也较
为灵活，50%的地价款及 100%的建
安费用允许通过融资解决， 这一比
例现已分别降至 40%及 80%。 ”

内保外贷业务展期难度增加
“
这次出售事项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香港房地产开发项目，也将
阶段性退出香港房地产投资市场。 ”中洲控股方面向记者确认。

境内担保数十亿港元境外融资
不足一个月，中洲香港向多家境外银行寻求了一组银团贷款，
合计贷款额度为 30.2 亿港元。

因此，按照中洲控股披露上述

或再融资募集资金，另外，公司在香

担保情况，2015 年 10 月份收购香
港开发项目以来，境内上市的中洲

港等地一直都有开发项目， 储备了
一部分外汇资金。 ”

控股为中洲香港提供了累计 37.4
亿港元贷款担保，又分别给火炭项

一家帮助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
及配置资产的基金公司人士称， 公司

目公司及大坑项目公司提供了
53.52 亿港元及 4 亿港元贷款担保。

业务所受资金出境审批及内保外贷限
制的影响较小，“我们进行境外投资

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 中洲控
股为中洲香港的债务提供担保余额

的资金都是投资人在境外持有的美
元资金。 但是各类公司都有不同的考

中洲控股之前通过中洲香港

隆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的

为 30 亿港元，为中洲香港名下附属
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余额为 23.72

虑，如果国家不鼓励境外投资相关行
业、产业，即使在境外持有外币资金，

所持这两个香港开发项目分别是
“火炭项目”及“大坑项目”。火炭项

备用信用证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
为取得永隆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

亿港元。 另外，根据项目评估报告，
火炭项目为取得借款抵押给了恒生

企业是中资背景，也会比较谨慎。 ”
“现在境内上市企业在境外投

目土地面积 2 万平方米，开发建筑
总面积约 8.43 万平方米， 其中住
宅面积 7.7 万平方米，用地年期从
2017 年 9 月份开始， 为期 50 年，

行备用信用证，中洲控股向其申请
了 4.3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
为 6 个月。
中洲控股同时为这笔授信额

银行有限公司，大坑项目则向永隆
银行作出了债权抵押。
这些借款担保期限并不长，后

资的内保外贷业务也更加复杂，同
样要经过 ODI （对外直接投资）审
批，流程跟之前一样，商务部、证监

现已动工。
中 洲 香 港 2015 年 10 月 底

度向永隆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提供了开证金额 100%的保证金作

续将涉及展期。 比如，中洲控股在
2015 年 11 月份为中洲香港提供的

会、 外管局等 ODI 审批或备案通
过，才可以操作内保外贷业务。 ”普

以 14 亿港元对价收购了火炭项

为反担保，并同意在保证金不足时

一笔借款担保，期限仅为 3 个月；中
洲控股在 2017 年 2 月份为大坑项

华永道企业融资与并购部一位人士
告诉记者， 目前监管层对中资企业

目公司全部股权，2017 年 8 月份

及时补充，赋予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中洲控股已经向香港地政部门补
交地价款 35.8 亿港元。 根据火炭

深圳分行第一优先受偿权。
同一时间，中洲香港向东亚银

项目评估报告， 到 2017 年 11 月
底，火炭项目账面值（账面开发成

行有限公司申请了 11.2 亿港元贷
款，以中洲控股在东亚银行（中国）

本与收购股权溢价之和）约为 51
亿港元。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的人民币
9.7 亿元备用信用证提供担保。 为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0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资产

144760.69

218632.25

414033.32

目公司提供的一笔借款担保，期限
为 12 个月； 中洲控股在 2016 年 3
月份为火炭项目公司提供的一笔借
款担保，期限为 18 个月。
据记者了解，中洲控股在境外
的主要资产即位于香港的火炭项目
和大坑项目，公司将这两个开发项

境外投资并购指导意见逐渐明朗，
但是罗列了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行
业类别，“
如果最新的指导意见明确
限制投资项目所属行业类别， 肯定
无法取得 ODI 外币额度。 ”
根据 2017 年 8 月份国家发改
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及外交部联合下

大坑项目土地面积不足 2000
平方米， 中洲香港在 2016 年初以

了开立备用信用证及备用信用证
项下付款， 中洲控股向东亚银行

负债

141400.10

213776.59

409293.09

股东权益

2260.59

4855.66

4740.23

目转让予实际控制人附属公司后，
也基本退出了境外投资项目。

发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
资方向的指导意见》， 当中明确房地

股权及债权对价约 1.4 亿港元收
购了项目公司全部股权。 截至

（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了
9.7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并为此

经营业绩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11 月

利润总额

-1638.01

-142.82

-115.43

提供质押物或保证金。
中洲香港向澳门国际银行股

-1638.01

-142.82

产、酒店、影城、娱乐、体育俱乐部等为
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行业类别。

2017 年 11 月底，大坑项目账面值
（账面开发成本）约为 8.7 亿港元。

净利润

实际控制人黄光苗名下附属公
司中洲集团收购中洲香港的对价
里， 也包括中洲控股向中洲香港形
成的约 11 亿港元股东贷款，转让后

“香港是中洲控股新进入的投
资市场，中洲香港设立不久，资产规

该项目未来尚需向政府申请重建
发展计划。

份有限公司申请了 14 亿港元贷
款， 以中洲控股在厦门国际银行

将由中洲集团承接相关债权。
“
这次出售事项完成后，公司不

为了开发香港火炭项目及大
坑项目，中洲控股为中洲香港在境
外寻求金融机构借款提供了多次
境内担保。
中洲香港收购火炭项目不
久，即向一家境外金融机构寻求了

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 14 亿港元
备用信用证提供担保。 为了开立
备用信用证及备用信用证项下垫
款， 中洲控股向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了 14 亿港元授
信额度，并提供质押物或保证金，

再持有香港房地产开发项目，也将
阶段性退出香港房地产投资市
场。 ” 中洲控股方面向记者确认，
“中洲控股对中洲香港形成的股东

模较小， 难以满足境外金融机构作
为独立主体融资的信用要求。另外，
收购的开发项目还未开展销售，均
在投入期， 意味着大部分开发资金
都要依靠内地资金出境或境内上市
主体提供担保。”前述普华永道税务

为期 3 年的 2 亿港元贷款，由中洲
控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不足一个月，中洲香港向多家
境外银行寻求了一组银团贷款，合
计贷款额度为 30.2 亿港元。

授信期限 3 年。
“这是 4 笔内保外贷业务，上
市公司以境内资产或银行现金作
为担保， 跨境银行开具担保信用
证， 满足境外贷款银行的信用要

贷款，其外汇资金也是来自内保外
贷业务融资。 ”
“境内上市企业在境外投资，涉

服务及金融服务业人士说，“现有房
地产跨境投资监管背景下， 内保外
贷等跨境业务较难操作。 ”

及到境外融资及资金出境，所受监
管审批流程及限制更为严格一

“公司退出香港火炭项目及大
坑项目后，不清楚实际控制人附属公

些。 ”一家大型央企香港上市房地
产公司的高管说，“我们是红筹架

司对这两个项目的后续开发计划。 ”
中洲控股方面表示，“这次交易所需

其中，2015 年 11 月份， 中洲
香港向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申

求，完成开发项目境外融资。”普华
永道税务服务及金融服务业一位

构，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公司在境
外地区获取的开发项目，不必使用

资金均来源于中洲集团唯一股东黄
光苗先生， 即中洲控股实际控制人，

请 5 亿港元贷款，以中洲控股在永

人士介绍。

境内资金，直接选择境外银行贷款

其有足够资金实力履行各项义务。 ”

中洲控股之前通过中洲香港所持香港“火炭项目”效果图。

中洲香港近三年来资产、负债、权益状况和经营业绩
单位：港元（万元）

-115.43
数据来源：深交所公告

“中洲香港在香港的银行贷

保。 其中，2017 年 2 月份，大坑项

款， 以开发项目作为抵押的同时，
也要求境内上市主体承担连带责
任担保或反担保，增强风控。”中洲
控股一位人士说。
除了上述 4 笔境外贷款担

目公司向永隆银行有限公司申请
4 亿港元贷款，中洲控股提供了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7 年 8 月份，火炭项目公
司向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中国银

保， 据中洲控股最新披露信息，
2017 年 6 月底，中洲控股继续为
中洲香港提供了一份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及存单质押担保，中洲
香港向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申 请 了 一 笔 3 年 期 、5.2 亿
港元贷款。

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
行（亚洲）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
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南洋商
业银行有限公司、 大新银行有限
公司、 永隆银行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度 53.52 亿港元贷款， 为期 5
年， 中洲控股也为这笔银团贷款

中洲控股也为火炭项目及大
坑项目的公司提供了境外融资担

提供了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四季度净利增速大幅放缓 荣安地产又陷信披风波
本报记者 张玉 石英婧 上海报道

则为 331%。

出的监管函。值得注意的是，荣安地

除了 2017 年四季度净利增速

产两度信披出错正是发生在公司因

放缓，近日，有媒体爆出，荣安地产
拟进军石墨烯电池领域， 合作方披

内部治理问题而发生
“内斗”之后。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经营报》

露了信息， 而上市公司却只字未公
告。在此基础上，荣安地产二级市场
曾两次出现股价异动。对此，荣安地
产方面也仅表示，公司无重大事项、
重大变化。 此外，2017 年荣安地产
曾两度因信披出错而收到深交所发

记者先后致电致函荣安地产方面，
荣安地产证券事务代表向本报记者
回应称， 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收入跟
结转挂钩，2017 年四季度公司仅有
一个项目交付且体量较小， 故对营
业收入增加不多。

日前， 荣安地产发布 2017 年
度业绩预告，其中，2017 年度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
达到 5.2 亿 ~5.7 亿元， 同比增长
249.15% ~282.72%。 荣安地产方面

了 331%。
对于第四季度净利润增速放
缓， 荣安地产证券事务代表日前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称， 房地
产公司的营业收入跟结转挂钩，房

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共有
43 户。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2017 年第四季度开
始陆续出现的调控政策会影响公

表示，公司本期业绩上升的主要原
因为荣安香园一期、 凤凰城一期、
山语湖苑三个项目交付， 结转收
入、成本和税金。
不过，尽管净利润增幅显著，据
荣安地产 2017 年第三季度财报，仅
其前三季度产生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就高达 4.79 亿元，同
比增长达 2245%。 这意味着，荣安地
产第四季度在前三季度的基础上仅
增长了 8.56%~19%。
记者梳理荣安地产近年来多份
年报数据发现，近年来，荣安地产业

地产公司的营业收入不是有规律的
稳定的每个季度增长， 而是因交付
项目而变，交付项目多了，当年的营
业收入增长幅度就会很大。
“
我们去年有三个项目交付，其
中有一个项目在第四季度交付，但
因为那个项目比较小， 第四季度的
营业收入增加不多。”上述证券事务
代表表示。
本报记者了解到， 荣安地产上
述提及的荣安香园一期别墅项目在
2016 年 10 月初开盘， 开盘项目为
37 栋、39 栋、41 栋、42 栋 ，2016 年

司销售，增加相应的成本，体现在
数据方面就会出现波动，“对于这
种波动要具体分析其背后出现的
问题，如果是趋势性波动，在 2018
年就要给予警惕。 对于企业来讲，
如何确保业绩稳定，让利好政策在
市场周期内慢慢释放，这是地产商
要注意的问题。 ”
同策咨询研究部研究总监张宏
伟进一步分析称，从市场角度来讲，
2017 年四季度跟前三季度不一样，
市场下行态势明显，
“
但公司结算的
肯定不是四季度的业绩和销售，所

绩呈 现 较 大 波 动 。 2013 年 ~2016
年， 荣安地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4.55 亿元、3.09 亿
元、1.03 亿元、1.49 亿元。 其中，2016
年前三季度年初至报告期末的净利
润为 2043.94 万元， 第四季度净利

12 月 30 日已全部交付， 小区共有
1585 户，均价约 900 万元 / 套。
荣安凤凰城开盘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交房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由 27 幢 15~28 层的景观高层组
成， 户型面积为 90~140 平方米，共

以最终的营收和利润表现肯定也不
是当季的表现。从结算、操作手法角
度来讲，存在一些技巧问题，也可能
是市场下行对利润造成负面影响的
时候， 在四季度阶段稍微预留一部
分空间，如此可使 2017 年四季度和

润在前三季度的基础上增长了
645%。 2015 年第四季度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在前三季度的基础上也增长

约 1888 户。
荣安·山语湖苑别墅项目开盘
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10 日， 入住

2018 年的整个营业收入和利润变
得更好， 使整个企业运行的业绩表
现更为均衡。

在 2017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
幅高达 2245%的情况下， 宁波第一
家上市公司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000517.SZ，以下简称“荣安地产”）
2017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仅仅增长
了 8.56%~19%。 与之相对，2016 年
荣安地产第四季度净利润在前三季
度的基础上增长了 645%，2015 年

净利增速迷局

多次信披遭问询
业绩增速放缓的背后，日前，

司也会采取相应手法使整个企业

书之前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

据《大众证券报》报道，浙江投资
者文先生投诉， 荣安地产两次发
布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均称无重大

从四季度到明年在营业收入和利
润表现跟年前三季度相比会相对
平稳而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 ”张

职责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董事
会秘书任职的规定。 由王久芳董

事项， 而有公司发布信息称荣安
地产与其确定有关石墨烯基锂硫

宏伟表示。
记者注意到， 这不是荣安地

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非正
式聘任， 因此不存在上市公司与

电池项目的合作意向。
就此， 宁波证监局发来询问
函， 要求荣安地产说明与四川华
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昆能源”） 的接触往来是否已
构成临时性信息披露义务。
荣安地产上述证券事务代表
告诉记者， 公司相关人员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对华昆能源开展的
考察活动属于公司日常的投资调
研行为，非公司重大事项，公司目
前也未与华昆能源签署过任何文
件或协议， 不构成临时性信息披
露义务，因此也未达到深交所《股

产第一次因为信披问题遭到关
注。 据悉，2017 年，荣安地产曾两
度信披出错。
深 交 所 2017 年 10 月 16 日
对荣安地产发出了监管函， 荣安
地产未及时披露相关诉讼及其进
展情况， 违反了 《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 另
外，监管函还指出，荣安地产预约
的半年报披 露 日 期 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实际披露日期却在 8 月
30 日， 即实际披露日期早于预约
日期， 而荣安地产并未提前 5 个
交易日向交易所提出书面申请。

控股股东的独立性问题。
“本人自 2005 年 6 月 30 日
开始担任甬成功（荣安地产前身）
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之后担任第
七届、第八届、第九届董秘，一直
以来，本人恪尽职守、勤勉尽职、
兢兢业业”，胡约翰在随后发布的
《本人对相关议案投反对票的理
由》公告中表示，在其本人未主动
离职， 公司方面也没有任何与其
本人沟通的情况下， 董事长兼任
董秘的议案并不合适。
此外，据了解，荣安地产上述
未及时披露的诉讼，其原告陈艳的

票上市规则》第 7.3、7.4 条关于信
息披露时点的要求。

有观点指出，荣安地产两项
信披违规是出现在公司“内斗”

诉讼请求为法院判令撤销被告（荣
安地产） 于 2017 年 7 月 3 日召开

“公司在注意到相关信息后，
积极与华昆能源取得联系， 要求
对方严格审核其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信息，以免引起误会。 据了解，
华昆能源已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
将相关微信公众号信息删除。 ”上
述证券事务代表表示。
而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况，荣安地产方面表示，经过
进一步自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之后。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2017 年 7 月 3 日， 荣安地产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审 议 通 过《关 于 聘
任 公 司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的 议 案》。
其中， 原董秘胡约翰投出反对
票。 胡约翰对董事会换届后的新
一届董事会未续聘其本人担任
董事会秘书提出异议，并对董事
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适格
性、独立性提出异议。

的第十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第一项《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决议。
“
没有
‘
内斗’这种说法。 ”荣安
地产证券事务代表表示，上市公司
的信息披露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有
些文字性的错误是很正常的。“
并
不是单单荣安地产一家会犯错误，
也不是说因为人事的变动才会出
现问题，就算没有人事变动，因信
息披露这个行业较为特殊，文字性

的重大事项。
“荣安地产做的调整、 转型、
投入，如进军石墨烯电池领域，有
可能会使整个预期营业收入和利
润降低。 从市场角度来讲，类似公

董事会方面表示， 换届后的
新一届董事会出于公司战略规划
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公司高管进
行调整， 不再续聘胡约翰担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 在聘任董事会秘

的表述较多，出现不太严重的信息
披露错误是较为正常的。 ”
据悉，目前，荣安地产的董秘
仍由董事长王久芳代行。
实习生 王子丞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