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537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18-060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拟向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借
款。具体事项如下：
（1）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公司所属公司苏州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鲁能广宇”）有偿提供人民币 10,000.00 万元财务资助，期限 1
年，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550.00 万元（其中应支
付的利息为人民币 550.00 万元）。
（2）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公司所属公司南京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鲁能广宇”）有偿提供人民币 4,000.00 万元财务资助，期限 1
年，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220.00 万元（其中应支
付的利息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
（3）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公司所属公司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鲁能硅谷”）有偿提供人民币 4,000.00 万元财务资助，
期限 1 年，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220.00 万元（其

中应支付的利息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
（4）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公司所属公司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义新城”）有偿提供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财务资助，期限 1
年，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2,200.00 万元（其中应支
付的利息为人民币 2,200.00 万元）。
（5）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公司所属公司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鲁能”）有偿提供人民币 90,000.00 万元财务资助，期限 1
年，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94,950.00 万元（其中应支
付的利息为人民币 4,950.00 万元）。
（6）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鲁能硅谷”）有偿提供人民币 128,800.00 万元财务资助，期限 1 年，
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35,884.00 万元（其中应支付
的利息为人民币 7,084.00 万元）。
（7）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公司所属公司张家口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张家口公司”）有偿提供人民币 20,000.00 万元财务资助，期限 1 年，
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1,100.00 万元（其中应支付的
利息为人民币 1,100.00 万元）。
（8）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用自有资金向公司有偿提供人民币 50,000.00 万元财
务资助，期限 1 年，利率 5.5%，据此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2,750.00
万元（其中应支付的利息为人民币 2,750.00 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和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鲁能集团向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2018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
非关联董事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

东向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悦刚先生、
李斌先生、李景海先生、来维涛先生为本议案所述事项的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中，上述 1-3 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金额、期限、利率均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年度预计财务资助暨关联
交易额度范围内（鲁能集团 2018 年拟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有偿新增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170 亿元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利率不超过 5.5%，据此测算，该
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8.7 亿元）；上述 4-8 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金额、期限、利率均在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新
增年度预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新增鲁能集团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预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88 亿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利率不超
过 5.5%，据此测算，该新增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4.69 亿元），故本次
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发生后，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计 2018 年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本金发生额为 13.935 亿元，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新
增预计 2018 年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本金发生额为 32.88 亿元。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6 年修订）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12 日
3.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三路 14 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56935935
5.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5 号

6.法定代表人：刘宇
7.注册资本：200 亿元人民币
8.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9.营业范围：投资于房地产业、清洁能源、制造业、采矿业、住宿和餐饮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旅游景区管理业、电力生产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不含
法律法规限制的范围）；企业服务管理；酒店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10.鲁能集团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存在的关联关系
鲁能集团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十章第一节第 10.1.3 条的相关规定，鲁能集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经查询，鲁能集团非失信责任主体。
13.鲁能集团财务状况
鲁能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经审计）

2018 年 6 月末（未经审计）

净资产

3,622,814.88

3,874,985.46

项目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61,826.25

1,893,714.62

净利润

237,645.39

288,477.95

14.历史沿革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山东鲁能有限公司，由中国水利电力工会山东省电力委
员会与山东鲁能物业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 12 日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108,386
万元。同年，根据股东会决议，名称变更为“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003 年以后，公司股权进行多次变更，并进行多次增资；2010 年，鲁能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转至国网公司，成为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2 年 6 月 25 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鲁能集团名称变更，鲁能集团有
限公司的名称由“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近年来，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专业管理，形成了以房地
产业务为核心，新能源、持有型物业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为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向鲁能集团借款的本金和利
息。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借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所在区域房地产公司融资平均利率。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按要求披露相关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鲁能集团向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缓解公司及公司
所属公司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本次关联
交易无需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提供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将对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
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该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鲁能集团及其所属企业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累计已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 1,451,767.68 万元。
八、董事会意见
鲁能集团向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缓解公司及公司所属

公司的资金需求，促进其业务发展，可以更好地保证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
案，同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向鲁能集团借款用于正常经营
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和长期发展。本次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有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及公司所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的决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