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18-066 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12 月 4 日，因公司向控股股东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岭南集团”）及相关方购买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大酒店

100%股权及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90.45%股

份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岭南集团就广

之旅位于白云区乐嘉路未办理权属证书之自有房产物业作出书面承诺：“若自承诺

函出具日起 24 个月内广之旅尚未能就乐嘉路未办证房产取得权属证书且届时仍未

能办理完成乐嘉路未办证房产所属规划管理单元地块之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补缴

土地出让金等实质性手续的，则经广之旅及上市公司履行内部程序同意相关交易后，

岭南集团同意向广之旅购买乐嘉路未办证房产所涉土地及宗地上全部房产，购买价

格以届时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且确保广之旅出售该等物业的变现净值不低于所在区

域商业办公市场租金的以 1/本次交易 P/E估值倍数为折现率的年金现值。”上述承

诺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在公司公告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文件中披露。 

鉴于至 2018年 12月 3日上述承诺函已出具届满 24个月，广之旅尚未就乐嘉路

未办证房产取得权属证书且仍未能办理完成乐嘉路未办证房产所属规划管理单元地

块之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补缴土地出让金等实质性手续，因此，为履行上述承诺，

依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

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报告》，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广之旅按照评估值人民币 174,888,450.00 元向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禽

畜实业有限公司出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办公楼、11 号办公楼和 13 号

办公楼及 1-13 号地下室四处房产（总建筑面积 16,408.65 平方米），并同意广之旅

与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及岭南集团就上述交易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上述物

业出售价格的变现净值不低于其所在区域商业办公市场租金的以 1/本次交易 P/E估

值倍数为折现率的年金现值。 

2、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岭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8%，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中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出售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 9 人，在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参会的关联董事冯劲、张竹筠、李峰、

康宽永、陈白羽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田秋生、唐清泉、吴向能、郑

定全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物业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并同意广之旅与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及岭南集团就上述交易签署《房

屋买卖合同》。 

上述关联交易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岭南集团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中就广之旅位于白云区乐嘉路未办理权属证书之自有房产物业作出

承诺；本次交易定价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广

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报告》为依

据，价格公允，未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评估资格，且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

机构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评估假设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合理；本次关联交易的目



 

的是为履行岭南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承诺，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大于 3,000 万元，且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

上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劲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2号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C413-4室及D4、D5、D6

层 

注 册 地：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2号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C413-4室及D4、D5、D6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51,841.253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91440101771196574A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品零

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经营及发展状况 

岭南集团成立于 2005 年，旗下企业主要以旅游业务和食品业务为主，依托酒店、

旅游、会展、食品四个产业发展平台，业务范围和渠道网络遍及中国和世界各地主要

旅游城市和地区。岭南集团成立至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上述主营业务最近

三年的经营平稳，发展状况良好。 2017 年度，该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13,218,547,333.20 元，经审计净利润为 544,315,017.90 元, 经审计净资产为

7,687,016,225.60元；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0,219,696,029.43

元，净利润为 446,785,255.57 元，净资产为 8,321,210,858.91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岭南集团为我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第（一）点关于关联人的规定。 

4、履约能力分析 

岭南集团是广州市国资委下属重要的旅游食品企业，经营和各项财务指标情况良

好，岭南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岭南集团具备履约能力。 

（二）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佛公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佛公桥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佛公桥 

法定代表人：梁军尤 

注册资本：929.00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91440101190422115Y 

主营业务：畜牧业；其他畜牧养殖（猪、牛、羊除外）；鱼种培育、养殖；鲜

禽类零售；其他农业服务；水产品零售；蛋类零售；水果种植；内陆养殖；场地租

赁（不含仓储）；鸡的饲养；种畜禽生产经营；饲料加工。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为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岭南集团为广州

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经营及发展状况 

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 年，属于国有独资企业，主要以畜牧业和

畜禽生产经营为主业。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成立至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化，上述主营业务最近三年的经营和发展状况平稳。2017 年度，该公司经审计营业

收入为 8,239.73 元，经审计净利润为 8,239.73 元, 经审计净资产为-3,733,062.19

元；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6,893.94 元，净利润为 6,707.03

元，净资产为-3,726,355.1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岭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8%，

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的第（二）点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 

4、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为岭南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岭南集团将按照与广之旅、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三

方协议保障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广之旅持有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办公楼、乐嘉路 11 号办公楼、乐嘉

路 13号办公楼及乐嘉路 1-13号地下室等四处房地产（总建筑面积为 16,408.65㎡，

共用地面积为 4,216.08 ㎡）。截止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述物业的

账面原值为 82,561,792.71 元，已计提的折旧或准备为 38,372,509.85 元，账面净

值为 44,189,282.86 元。 

（一）乐嘉路 1-9 号办公楼 

乐嘉路 1-9 号办公楼位于乐嘉路 1-9 号，建筑物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层数为

7 层，建筑面积为 6,351.32 ㎡。 

（二）乐嘉路 11 号办公楼 

乐嘉路 11 号办公楼位于乐嘉路 11 号，建筑物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层数为 7

层，建筑面积为 3,538.90 ㎡。 

（三）乐嘉路 13 号办公楼 

乐嘉路 13 号办公楼位于乐嘉路 13 号，建筑物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层数为 7

层，建筑面积为 3,011.85 ㎡。 

（四）乐嘉路 1-13 号地下室 



 

位于乐嘉路 1-13 号地下室，为负一层，地面为水泥砂浆，天花及墙面为白色抹

灰，建筑面积为 3,506.58 ㎡。 

序号 产权证号 对应物业 建筑面积（m
2
） 用途  使用年限 

1 

穗字第0140040236号 
白云区乐嘉路1-9号

1-5层 
4,856.32 

首层为车库；二、三层为

商业；四、五层为仓库 

使用年限为40年，从1994年

6月3日起；使用年限为50

年，从1994年6月3日起。 

未办理 
白云区乐嘉路1-9号

6-7层 
1,495.00 办公 

设定使用年限为50年，从

1994年6月3日起。 

2 

穗字第0140040231号 
白云区乐嘉路11号

1-4层 
1,598.90 

首层为车库；二层以上仓

库 

使用年限为50年，从1994年

6月3日起。 

未办理 
白云区乐嘉路11号

4-7层 
1,940.00 办公 

设定使用年限为50年，从

1994年6月3日起。 

3 

穗字第0140040234号 
白云区乐嘉路13号

1-3层 
1,323.85 

首层车库；二层以上仓库、

办公 

使用年限为50年，从1994年

6月3日起。 

未办理 
白云区乐嘉路13号

4-7层 
1,688.00 办公 

设定使用年限为50年，从

1994年6月3日起。 

4 穗字第0140040228号 
白云区乐嘉路 1-13

号地下室 
3,506.58 车库 

设定使用年限为50年，从

1994年6月3日起。 

上述物业一直由广之旅持有，作为其办公场地，未发生过交易或权益变动的情

况。除因本次交易由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专项资

产评估报告外，未进行过其他评估。上述物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等。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

评报字[2018]第 Z0923 号《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

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广

之旅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办公楼、乐嘉路 11 号办公楼、乐嘉路 13 号办

公楼及乐嘉路 1-13 号地下室等四处房地产的账面原值为 82,561,792.71 元，账面净

值为 44,189,282.86 元，评估值（含税）合计为 174,888,450.00 元，评估增值

130,699,167.14 元，增值率为 295.77%。经各方协商确认，同意以评估值

174,888,450.00 元作为本次交易的价格，即广之旅以人民币 174,888,450.00 元的



 

价格向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出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乐嘉

路 1-9 号办公楼、11 号办公楼和 13 号办公楼及 1-13 号地下室四处房产。 

根据岭南集团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中披露的承诺，岭南集团购买上述物业的价格以届时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且

确保广之旅出售该等物业的变现净值不低于所在区域商业办公市场租金的以 1/本

次交易 P/E 估值倍数为折现率的年金现值。经测算，广之旅该等物业所在区域商业

办公市场租金的以 1/本次交易 P/E估值倍数为折现率的年金现值为 121,671,522.18

元。广之旅以评估值 174,888,450.00 元出售上述物业的变现净值不低于

121,671,522.18 万元。因此，广之旅以评估值 174,888,450.00 元向岭南集团全资

子公司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出售上述物业符合岭南集团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评估资格，且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与

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具有充分

的独立性；其评估假设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与评估值不存在差异，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符合

岭南集团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

作出的承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资产评估情况 

（一）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其具备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二）评估基准日：2018 年 9 月 30 日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是广之旅拟转让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评估范围是广之旅持有位于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办公楼、乐嘉路 11 号办公楼、乐嘉路 13 号办公楼及乐

嘉路 1-13 号地下室等四处房地产（总建筑面积 16,408.65 ㎡，共用地面积为

4,216.08 ㎡），账面原值为 82,561,792.71 元，账面净值为 44,189,282.86 元。 

（四）评估方法：市场法、成本法 



 

1、市场法以活跃、公平的市场存在为前提，通过市场调查，选择若干与评估对

象相同或类似的已交易资产作为参照物，将参照物与评估对象进行对比分析、调整

差异，最后从参照物已交易价格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评估价值。由于评估对象所在

区域的交易较多，评估人员可收集足够的案例对对评估对象的价格进行测算，因此

本次可采用市场法进行测算。市场法计算公式为： 

待估房地产价格＝比较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期日修正系数×区

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2、成本法是以开发或建造评估对象房地产或类似房地产所需的各项必要费用之

和为基础，加上正常的资金利息和投资利润，并扣除相应的折旧来确定评估对象房

地产价格的一种评估方法。从房地产取得过程来看，类似房地产权属来源一般为业

主取得土地后自建，而广州市基准地价及修正体系公布及时、信息完善，且广州市

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体系完整、公开，因此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其测算公式为： 

评估物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费+投资利润

- 折旧 

（五）评估结论 

（1）测算结果 

本次评估采用了市场法和成本法对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

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测算，其中市场法结果合计为 174,888,450.00 元，成本法结

果合计为 151,870,840.00 元。 

（2）评估结论的选取 

市场法是通过同类房地产交易信息修正后的计算结果，是最能代表市场对于物

业价格的接受程度的，因此以市场法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3）评估结论 

经过评估测算，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时，本次评估的广州广之旅国际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房地产评估值合计为 174,888,450.00 元，评估增值

130,699,167.14 元，增值率为 295.77%。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初始取得成本较低，从取得日至评估基准日，由于

城市建设，房地产的价格大幅上涨。 



 

本次评估所涉及的评估技术说明、评估参数、测算过程及特别事项说明等内容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

转让所涉及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报告》和《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说明》。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卖方）：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 

丙方：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公司 

2、物业标的情况 

房地产地址： 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办公楼、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办公楼、白云

区乐嘉路 13 号办公楼及白云区乐嘉路 1-13 号地下室。 

房屋使用性质：商业、办公、仓库、车库。 

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总层数为 7 层，该房地产所在层数为全部楼层。 

3、成交金额：以《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房

地产专项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18】第 Z0923 号）对上述物业的

市场评估价值（含税）作为交易价格，上述物业交易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174,888,450.00 元整。 

4、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物业交易价款总金额的 50%，即

人民币 87,444,225.00 元整； 

乙方应于本合同所涉及的房产完成过户后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物业交易价

款总金额的剩余 50%，即人民币 87,444,225.00 元整。 

5、交付状态和交付时间 

甲乙双方同意该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间为卖方收齐房款当天。甲乙双方应在交

楼当天一起到场查验房屋，查验后双方签妥房地产交接确认书，即视为房屋交付使

用。甲方应在该房地产正式交付使用前，交清该房地产在收楼前发生的所有费用。 

6、产权转移登记 



 

甲方与乙方约定按甲乙双方共同办理方式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甲乙双方应当于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就本次房屋买卖事项审议通过后 15 日内

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 

7、税费缴交：甲乙双方按政府规定各付各税的方式缴付税费。 

8、丙方作为乙方实际控制人，确保乙方按约定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义务，并提

供必要协助。 

9、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三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就

本次房屋买卖事项审议通过后生效。 

10、违约责任 

各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者不按约定履行合同的，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1、鉴于至 2018 年 12 月 3 日广之旅尚未就乐嘉路未办证房产取得权属证书且仍

未能办理完成乐嘉路未办证房产所属规划管理单元地块之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补

缴土地出让金等实质性手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履行岭南集团在《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就广之旅位于白云区

乐嘉路未办理权属证书之自有房产物业作出的承诺。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价格符合岭南集团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就广之旅位于白云区乐嘉路未办理权

属证书之自有房产物业作出承诺的约定。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岭南集团将履行完成其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就广之旅位于白云区乐嘉路未办理权属证

书之自有房产物业作出的承诺。 

2、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174,888,450.00 元，公司将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

定在扣除房地产交易的相关税费及房产账面净值后计入资产处置收益科目。关联交

易的履行将对公司的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及会计准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交

易收益，上述交易收益在扣除房地产交易的相关税费及房产原账面净值后作为非经

常性损益影响当期利润。  

3、公司在审批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中，遵循了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并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对上市公司独立性

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4、如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广之旅将在本次交

易涉及的物业完成过户后，向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租赁上

述物业继续作为办公场地。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上述关联租赁履行审议及信

息披露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将不会对广之旅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岭南集团及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4,247,768.0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2.13%。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九届五次会议及董事会九届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号）及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分

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 号）。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岭南集团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就广之旅位于白云区乐嘉路未办理权属证书之自有房产物

业作出承诺：“若自承诺函出具日起 24 个月内广之旅尚未能就乐嘉路未办证房产取

得权属证书且届时仍未能办理完成乐嘉路未办证房产所属规划管理单元地块之控制

性详细规划调整、补缴土地出让金等实质性手续的，则经广之旅及上市公司履行内

部程序同意相关交易后，岭南集团同意向广之旅购买乐嘉路未办证房产所涉土地及

宗地上全部房产，购买价格以届时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且确保广之旅出售该等物业

的变现净值不低于所在区域商业办公市场租金的以 1/本次交易 P/E估值倍数为折现

率的年金现值。” 



 

2、本次交易定价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

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报告》为

依据，价格公允，未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备

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评估资格，且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与公司、

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

立性；其评估假设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合理。 

4、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履行岭南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承诺，有

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广之旅与岭南集团、广州市禽畜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 

5、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报告》和《广州广之旅国际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房地产专项资产评估说明》。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