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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信托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近日，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澳

大利亚国民银行（以下简称“澳国民银行”）、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信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将以人民币

115,605.50万元及额外金额（期间利息）为买价受让澳国民银行持有的兴业信托

8.4167%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兴业信托其他股东均已放弃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 

⚫ 本次交易尚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监管机构相关审批程序，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公司与澳国民银行、兴业信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人民

币 115,605.50 万元及额外金额（期间利息）为买价受让澳国民银行持有的兴业信

托 8.4167%股权。 

该受让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八年度第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等监管机构相关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澳国民银行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二）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墨尔本市伯克街 800 号 1 层 

成立日期：1893 年 6 月 23 日 

注册资本：346.51 亿澳元 

经营范围：银行业服务、信用卡和现金卡服务、租赁、房屋和其他融资、国

际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基金管理、人寿保险，以及托管、受托

和提名服务。 

澳国民银行近三年经营状况良好，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7,883.25 亿澳元，所有者权益 513.17 亿澳元，营业收入 180.24 亿澳元，

净利润 52.88 亿澳元；负债总额 7,370.08 亿澳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资产

总额 7,960.68 亿澳元，所有者权益 524.01 亿澳元，营业收入 90.93 亿澳元，净利

润 25.85 亿澳元，负债总额 7,436.67 亿澳元。 

注：澳国民银行 2017 年年度报告的报告期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报告期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澳国民银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46388419C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7 号信和广场 25-26 层 

成立日期：2003 年 3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沈卫群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

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

期限内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56.82 亿元，所有者权

益 163.79 亿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31.14 亿元，净利润 14.65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57 亿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351.55 亿元，

所有者权益 166.90 亿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2.59 亿元，净利润 4.66 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8 亿元。2017 年度财务数据经具备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 6 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兴业信托最近几年经营、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均保持正常运作。公司

符合对金融机构的参股出资条件，兴业信托其他股东均已放弃在同等条件下行使

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前，兴业信托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5,000.00 73.0000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42,083.35 8.4167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083.35 8.4167 

福建华投投资有限公司 24,042.66 4.8085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623.99 4.5248 

南平市投资担保中心 4,166.65 0.8333 

合    计 500,000 100.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兴业信托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5,000.00 73.0000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83.35 8.4167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083.35 8.4167 

福建华投投资有限公司 24,042.66 4.8085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623.99 4.5248 

南平市投资担保中心 4,166.65 0.8333 

合    计 500,000 100.0000 

 

（二）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以下简称“中兴评估”）出具评估报告（闽中兴评字[2018]第 3016 号）。

根据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兴业信托

8.4167%股权在不考虑流动性折扣、少数股东权益折价的前提下的评估值为

131,919.70 万元，溢价率 3.73%。评估报告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条款 

1.协议主体：澳国民银行（卖方）、公司（买方）、兴业信托 

2.交易标的：兴业信托 8.4167%股权 

3.交易价格：股权的买价等于协议约定的固定金额 115,605.50 万元及额外金

额（自 2018 年 9 月 11 日起至各项成交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后的第三个营业日期间

所产生的固定金额上的利息） 

4.支付方式：现金 

5.支付期限： 

（1）最迟在协议签署日后的第一个营业日，买方应向监管账户中存入保证

金 1,000 万元。 

（2）买方应在第 6 条（1）（2）所列的各项成交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后的 3

个营业日内向监管账户汇入买价减去保证金的剩余金额及印花税金额的一半。 

6.各项成交的主要先决条件： 

（1）获得兴业信托股东会对转让的批准以及全体非出售股东对转让所享有

的优先购买权的弃权； 

（2）在协议签署日起满四个月之日之前获得中国银保监会对转让的批准。



为免疑义，如果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仅允许买方购买部分股权（而非全部股权），

则本条所约定的成交先决条件应视为未被满足； 

（3）买方已向监管账户全额支付了买价。 

7.仲裁： 

协议和协议包含的仲裁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照中国法律解释。因本协议产

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争端或索赔均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通过仲裁

予以解决。 

8.协议的效力：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兴业信托是一家业务网络基本覆盖全国的信托公司，依托股东优势，历年经

营发展稳健，业绩良好。公司受让兴业信托 8.4167%的股权后将提名一名董事候

选人，可间接参与兴业信托经营，有助于开拓现有金融业务的相互协同及发展，

加快公司在金融领域的业务布局，符合战略发展需要。 

本次股权投资预计不会对公司二〇一八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对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进行信息披露。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有权机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等监管机构相关审批程序，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

确定性。 

（二）项目尽职调查风险 

公司已获兴业信托相关经营材料及信息，但现场尽职调查时间较短，转让方

有可能风险提示不完整。 

（三）经营风险 

近年来金融行业严监管的治理环境对信托行业影响较大，未来实际经营情况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 报备文件 

1.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八年度第六次会议决议； 

2.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就转让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3.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8.4167%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4. 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