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修订稿）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美丽生态 

股票代码：000010.SZ 

 

 

收购人：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巴黎都市总部办公楼 101室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环东路 2297号 

 

签署日期：2021 年 6 月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2 

 

 

收购人声明 

1、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写本报告书摘要。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有

关规定，本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美丽生态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除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美丽生态拥有权益。 

3、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

不违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收购人因本次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将导致收购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

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与一致行动人在该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

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5、收购人已承诺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在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本次交易并同意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

收购人可免于发出收购要约。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收购已获得上市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已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

要约收购，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6、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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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机构外，收购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7、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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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在本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摘要中具有以下含义： 

本摘要 指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佳源创盛 指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佳源地产 指 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美丽生态 指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佳源创盛以现金认购美丽生态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行为 

最近三年 指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定价基准日 指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审议本次收购相关事宜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的《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佳源创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的《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佳源创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摘要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7 

 

第二章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佳源创盛 

收购人名称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宏杰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146482794J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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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1995-04-18 至 2045-04-17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巴黎都市总部办公楼 101 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巴黎都市总部办公楼 101 室 

联系电话 0573-82852773 

（二）一致行动人：佳源地产 

一致行动人名称 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玉兴 

注册资本 10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760173561M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普通住宅的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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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4-03-29 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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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嘉兴市中环东路 2297 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东路 2297 号 

联系电话 0573-82852773  

收购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同时，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1）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2）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3）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4）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具备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并能够按

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及股权控制关系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止本摘要签署日，自然人沈玉兴先生直接及间接持有佳源创盛 100.00%股

权，为佳源创盛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佳源创盛及一致行动人佳源地产与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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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玉兴

Galaxy Emperor Limited

中国佳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键源商贸有限公司沈玉兴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0.00%

1.17%98.83%

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二）收购人控股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佳源创盛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沈玉兴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姓名 沈玉兴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40219******0935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越秀花园**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越秀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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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境外或其他地区永久居留权 香港居留权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

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一）收购人佳源创盛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

务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除美丽生态以外，佳源创盛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

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1 
浙江佳源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10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普通住宅的开发经营；自有房

屋租赁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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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嘉兴晟源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20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建筑工程管理服务；建筑工程

信息咨询服务；室内外装饰工

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市场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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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佳源浙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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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浙江佳源钱塘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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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青岛佳源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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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财

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6 
浙江佳源杭城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10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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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司 

7 

浙江佳源申城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8 
桐乡市巨能置业

有限公司 
5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9 

诸暨恒乐电子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002.00 万元 
间接持有

99.995%份额 

从事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

批发零售：计算机及配件、办

公自动化设备、多媒体设备、

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

产品、办公用品。 

10 

合肥爱源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001.00 万元 

间接持有

99.9975%份

额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房地产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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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北京佳源京城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2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

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

开发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2 

佳源（重庆）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12,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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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企业总部管理，

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13 
嘉兴崇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4 
浙江佳源商贸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形

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日用

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五

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针纺织

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

鞋帽零售；皮革制品销售；珠

宝首饰零售；钟表销售；照相

机及器材销售；文具用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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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办公用

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礼品花卉销售；

家具销售；摄影扩印服务；日

用电器修理；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酒店管理；电气机械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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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15 
余姚泓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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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16 
浙江佳源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策

划；投资融资咨询服务；受托

资产管理（上述项目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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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浙江盛禾置业有

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

证书经营）。 

18 
杭州佳源公寓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房地产

经纪；酒店管理；市场调查（不

含涉外调查）；市场营销策划；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礼仪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品牌管理；

家政服务；日用百货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货

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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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9 
嘉兴市博源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工程勘察设计；园林景观工程、

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

五金产品、家具、建材、苗木

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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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嘉兴雅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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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1 
海盐县浩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92.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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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2 
浙江佳源文旅集

团有限公司 
12,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85.00% 

旅游项目策划服务；旅游资源

开发；体育用品、户外装备、

日用百货的销售；自有房屋的

租赁；停车场服务；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儿童乐园服务、

主题游乐园服务、水上游乐园

服务；文学创作；制作、发布

国内各类广告；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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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苍南国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8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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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邵阳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75.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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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嘉兴市荣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73.6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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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6 
平湖市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65.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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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7 
嘉兴承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5,000 万元 

间接持股
6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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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8 
杭州铭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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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浙江维源商贸有

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60.00% 

一般项目：贸易经纪；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

产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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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

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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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30 
海盐县铭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4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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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房

地产咨询；工程管理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1 
中巍（青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13,965.681 万

元 

间接持股
79.93%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工程

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钢结

构工程施工；消防工程施工；

管道安装工程施工；室内装饰

装修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楼宇智能化工程施工；市政工

程施工；电气设备安装；建筑

机具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

业管理；房产经纪业务；自有

房屋租赁；销售：建筑材料、

钢材、木材、五金机电、玻璃

及玻璃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

电线电缆、管道及配件、消防

器材、电器设备及配件；计算

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 

32 
四平加利利置业

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51.00% 

房地产开发（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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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重庆佳源名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51.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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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

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市场

营销策划，停车场服务，日用

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34 
重庆校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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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市场营销策划；停车场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35 
重庆恒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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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市场营销策划；停车场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36 

浙江佳源医养健

康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3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医院管理；养

老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

医疗服务）；企业管理；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零售；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保

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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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7 
杭州博源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12,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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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

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

务；养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

估；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

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远程

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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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诊疗服务）；中医养生

保健服务（非医疗）；养生保

健服务（非医疗）；企业管理；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8 
杭州国源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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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

服务；养老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房地产咨询；房地产

评估；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

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远程

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

（不含诊疗服务）；中医养生

保健服务（非医疗）；养生保

健服务（非医疗）；企业管理；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9 
开化佳源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养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

地产经纪；住房租赁；市场营

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远

程健康管理服务；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非医疗）；养生保健

服务（非医疗）；企业管理；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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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40 
杭州佳源快乐护

理院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

腔科、中医科（含针灸推拿）、

皮肤科、康复科、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X 线诊断、彩超、

心电图）；养老机构业务，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非心理咨询）、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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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护理、助援服务；成年人的

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医

院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

新闻媒体及网络)；会务会展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成果转让：医疗技术、

生物技术，电子商务技术；销

售：医疗器械(限一类、二类)、

体育用品、化妆品(除分装)、卫

生用品、保健用品（除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药品经营；

食品经营。 

41 
杭州和源置业有

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旅游业务；建设工程设计；住

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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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养老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房地产咨询；住房

租赁；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

纪；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42 
开化佳苑健康服

务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养老服务；企

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住房租赁；对外承包工程；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咨询；

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商

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专业设计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休闲观

光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

服务；旅游业务；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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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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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重庆佳源快乐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护理机构服务，养

老服务，康复辅具适配服务，

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

务），机构养老服务，职工疗

休养策划服务，医院管理，单

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管理，

餐饮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

健康咨询服务，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 

44 
杭州博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农产品加工、销售；销售：日

用品；农业观光旅游；水产养

殖；垂钓服务；果树种植；蔬

菜种植；果蔬采摘；农业基地

开发、设计、建设；旅游项目

开发；土石方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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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杭州佳源快乐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旅游业

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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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养老服务；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住房租赁；对外承包工

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咨询；

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商

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专业设计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休闲观

光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46 
嘉兴佳源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养老服务；健康管理咨询；受

委托从事医院的经营管理（不

含医疗活动）；老年人护理培

训服务（不含职业资格、学历

相关教育的培训）；企业管理

咨询；第Ⅰ类医疗器械、第Ⅱ

类医疗器械、食品、日用百货、

体育用品的销售；软件开发、

销售；物业服务；餐饮服务。 

47 
嘉兴市硕源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企业管理；养

老服务；酒店管理；停车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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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洗染服务；棋牌室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

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从事科

技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

（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

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

外卖递送服务。许可项目：餐

饮服务；食品经营；烟草制品

零售；住宿服务。 

48 
桐乡市佳源医院

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综合医院服务；康复医院服务；

健康管理咨询；老年人养护服

务；老年人护理培训服务（不

含职业资格、学历教育相关的

培训）；保洁服务；家政服务；

第Ⅰ类医疗器械、第Ⅱ类医疗

器械、保健食品、日用百货、

体育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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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铜陵承元智本新

材料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化工新材料（除危险品）生产，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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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嘉兴市秀源商贸

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高

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纸制品销售；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制浆和造

纸专用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

售；肥料销售；光通信设备销

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通信

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

电子元器件批发；光纤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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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嘉兴德瑞泰佳商

贸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

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通信设

备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

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门窗销售；

电子元器件批发；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产品零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设

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52 
嘉兴市德源商贸

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针纺织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家具销售；家居用品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 

53 
嘉兴东源投资有

限公司 
13,3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81.2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自有房屋租赁。 

54 

杭州延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2,600.00 万元 
间接持有

95.06%份额 

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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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鹰潭市祥源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194,050.00 万元 

间接持有

100.00%份额 

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 

56 
浙江赛佳控股有

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85.00% 

控股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

息技术外包、金融业务流程外

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计算

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以及

相关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会务、展览服务；制

作、代理、发布；数据分析服

务；金融类产品研发、设计、

咨询；金融信息中介，互联网

信息中介；预付卡系统的开发、

清算、运营管理；股权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非证券业务的投

资、投资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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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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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深圳赛飞软件有

限公司 
1,232.22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计算机

软、硬件的开发、销售以及相

关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

据库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

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电子

产品、通讯产品、办公用品销

售；知识产权代理；社保代办

服务；企业登记代理；工程招

标代理;商业中介服务;金融中

介服务;商务咨询；会务等，从

事广告业务；人才中介服务。 

58 

桐乡乌镇赛飞大

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大数据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互联网数据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

代理。代理记账 

59 

桐乡乌镇大鹏展

翅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 万元 
间接持有

99.00%份额 

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

资管理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60 
深圳赛飞金服科

技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60.00% 

计算机网络信息工程；计算机

软、硬件的开发、销售以及技

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信息技术咨询；数据库以及计

算机网络技术开发，网络技术

开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投资咨

询，网络信息产品的设计并提

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和技术咨

询，从事广告业务，会展策划，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技术，经

济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征信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信

息产品的制作、加工。 

61 

吉林省佳源春城

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6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以自有资金

对相关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

询；社会经济咨询；物业管理；

建筑装饰装潢工程、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建筑材料、装饰装

潢材料、五金交电、木制品、

水性涂料、化工产品、金属制

品、塑料制品、家居用品、水

暖器材、日用百货、针纺织品、

电子产品、家具（以上各项易

燃易爆及危险有毒化学品除

外）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

网上贸易代理；家政服务；房

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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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2 

吉林省佳宏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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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吉林省佳裕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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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吉林省佳盛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工程监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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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佳源盈创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60.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

销售；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

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66 

杭州盛元加乘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1,000.00 万元 
直接持有

58.82%份额 

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咨询，（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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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安徽鹤源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110236.41 万元 

直接持股
51.00% 

股权投资；企业项目投资及企

业项目咨询；矿产项目投资；

工程、房地产、旅游项目的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和咨询。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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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武汉佳源君都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9 
襄阳佳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8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经营并未设定相关许

可的，企业可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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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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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安徽盈合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51.00% 

大气污染治理、水利及水环境、

生态环境治理、环境监测、固

废污染物处理、节能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

环保及新能源设备的设计、制

造、成套、销售、安装、调试、

运行及管理、咨询服务；房屋

建筑工程、环保工程、钢结构

工程施工总承包；资源综合利

用领域的投资、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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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铜陵中安新材料

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200,000.00 万元 
间接持有

45.00%份额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服务。 

72 
浙江西谷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3,130.00 万元 

间接控股
71.89% 

通信交换设备、通信终端设备、

计算机网络设备的制造；公共

软件服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

电子元器件、指纹锁的制造、

加工、销售；电子产品、软件、

指纹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建筑智

能化系统及安防系统的安装、

调试；从事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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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江都市广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7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

在核定的范围内经营),钢材、建

筑材料销售 

74 

桐乡市洲泉足佳

鞋业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50.00% 

物业管理；房屋代为出租；鞋

材（除危险品）、皮鞋、小百

货批发、零售；经济信息咨询

服务（除期货、证券）；以下

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娱乐

服务设施的经营管理。 

75 
重庆荣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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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

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市场营销策划；停车场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6 嘉兴朗源建设有 100 万元 间接持股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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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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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77 

重庆佳源名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5,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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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

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市场营销策划；停车场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8 
湖州诚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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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79 
杭州湘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000 万元 

间接持股
55.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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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

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0 
桐乡市振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

的租赁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

广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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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海宁市源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7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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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海盐县博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6,5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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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邵阳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持股
75.00% 

凭本企业资质等级证书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25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4 
嘉兴昊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7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85 

海宁市佳源鸿翔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8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

证书经营）。 

86 
绍兴国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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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湖州鑫源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13,654.8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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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

房的建设、租赁经营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8 
桐乡市利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的

租赁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

广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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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致行动人佳源地产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

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佳源地产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1 

浙江佳源申城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2 
嘉兴市熙悦贸易

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针纺织品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

辅料销售；箱包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3 
嘉兴市业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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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桐乡市利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

的租赁服务；房地产中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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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广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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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嘉兴市硕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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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海盐县博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6,5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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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桐乡市振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

屋的租赁服务；房地产中介

服务；广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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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桐乡市浩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

屋的租赁服务，房地产中介

服务；广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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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嘉兴恒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0 
嘉兴昊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7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1 
海盐县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2 
桐乡市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2,8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广告策

划。 

13 
嘉兴市隆源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及市场营销策划。 

14 
嘉兴海铭商贸有

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家用视

听设备销售；轻质建筑材料

销售；门窗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零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设备

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5 
桐乡市足佳置业

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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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嘉兴市定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有效

资质证书经营）。 

17 
海宁市佳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8,1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

质证书经营） 

18 
海盐县佳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3,8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9 
嘉兴市博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

屋的租赁服务。 

20 
桐乡市广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6.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和经营、自有房

屋租赁服务。 

21 
桐乡市佳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普通商住楼的开发、经营。

（凭有效的资质证书经营） 

22 
珠海横琴曦华富

利置业有限公司 
1,8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90.00% 

土地开发整理、房地产开发

经营、装饰装修、房屋拆迁

服务（不含爆破），房地产

营销策划，房产中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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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嘉兴市广源置业

有限公司 
6595.80 万元 

间接控股
9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24 

海宁市佳源鸿翔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8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

质证书经营）。 

25 
海宁市源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7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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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海宁市佳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7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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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北京佳源国海置

业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6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本企业开

发的商品房；从事房地产经

纪业务；酒店管理。（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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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8 

海宁市佳源谢氏

路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52.50% 

一般项目：文艺创作；企业

形象策划；其他文化艺术经

纪代理；广告设计、代理；

图文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

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28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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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9 
桐乡市巨能置业

有限公司 

5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30 
浙江盛禾置业有

限公司 
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

质证书经营）。 

31 
嘉兴崇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2 
嘉兴湘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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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浙江佳源杭城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 

34 
杭州国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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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35 
长沙湘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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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杭州城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9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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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湖州崇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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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安吉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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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杭州振明置业有

限公司 

16,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40 
湖州诚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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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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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41 
绍兴兰亭金宝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42 
宁波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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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

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43 
绍兴广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

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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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杭州墅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5,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在杭政储出[2013]68号地块

进行商业商务用房的开发

建设和经营 

45 
安吉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667.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禁

止的除外）。 

46 
湖州鑫源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13654.8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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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

的建设、租赁经营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47 
湖州丰茂置业有

限公司 
7,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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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48 
武义广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49 
百色市佳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9,5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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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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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杭州中惠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6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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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51 
湖州明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5,001.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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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52 
长兴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9,001.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

证书经营） 

53 
杭州鼎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3,675.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实业

投资（以上项目除证券、期

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 

54 
台州贝利豪成置

业有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55 

天津佳源科盛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0,100.00 万

元 

间接持有

99.92%份额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日

用品销售；住房租赁；市场

营销策划；数据处理和储存

支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6 
浙江和谐置业有

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92.16% 

房地产开发、经营。 

57 
南昌市佳源置业

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9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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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房地

产咨询，酒店管理，土地使

用权租赁，住房租赁，建筑

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销售代理（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58 
邵阳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75.00% 

凭本企业资质等级证书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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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湖州荣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65.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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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60 
湖州浩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65.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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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61 
杭州灏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9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62 
天津佳源润泽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60.00%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日

用品销售；住房租赁；市场

营销策划；数据处理和存储

支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3 
杭州湘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55.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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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

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

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64 

湖南佳源国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5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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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嘉兴市博源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工程勘察设计；园林景观工

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

计、施工；五金产品、家具、

建材、苗木的销售。 

66 
浙江佳源商贸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

形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

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

皮革制品销售；珠宝首饰零

售；钟表销售；照相机及器

材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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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办公用

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工

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礼品花

卉销售；家具销售；摄影扩

印服务；日用电器修理；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住房租赁；酒店管

理；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出版

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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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7 
扬州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食品经

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

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

品);美容服务;出版物零售;

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餐

饮服务;小餐饮;小餐饮、小

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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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企业

管理;家用电器销售;教育咨

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

教育培训活动);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停车场服务;家用视听

设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日用百货销

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

照相机及器材销售;钟表销

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

镜);鞋帽零售;箱包销售;服

装服饰零售;通讯设备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皮革

制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柜台、

摊位出租;建筑装饰材料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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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

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

图文设计制作;文具用品零

售;办公用品销售;照明器具

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

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水产品零售;珠宝首饰零

售;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

日用品销售;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68 
浙江佳源足球俱

乐部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体育场地设施经

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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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体育竞赛组织；体育保

障组织；体育赛事策划；体

育经纪人服务；体育中介代

理服务；组织体育表演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69 
浙江佳源影城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电影放映；电视

剧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电影发行；代理记账；

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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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电影摄制服务；票

务代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广告设计、代理；图

文设计制作；税务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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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活动；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咨询

策划服务；文艺创作；家用

电器销售；计算器设备销

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

售；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

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

售；家具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

品及器材零售；珠宝首饰零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

售；玩具销售；五金产品零

售；金属制品销售；通讯设

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日用百货销

售；（以上经营范围不含经

济信息咨询、不含砂石料的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0 
泰州市泽源商务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会议

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1 
泰兴市崇源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

房租赁；集贸市场管理服

务；酒店管理；市场调查；

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72 
扬州硕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食品

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

装食品）；美容服务；出版

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小

餐饮、小食杂、食品小作坊

经营；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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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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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

管理服务；家用电器销售；

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

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停

车场服务；家用视听设备销

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日用百货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零

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

照相机及器材销售；钟表销

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

镜）；鞋帽零售；箱包销售；

服装服饰零售；通讯设备销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户外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代理销售；柜台、摊位出

租；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

版单位）；文具用品零售；

照明器具销售；日用杂品销

售；餐饮管理；新鲜水果零

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水产

品零售；珠宝首饰零售；珠

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日用

品销售；日用品批发（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73 
浙江建业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市场

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集

贸市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房地产经纪；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

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74 

桐乡市洲泉佳源

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2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企业形象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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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设计制作；针纺织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

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五金产品零售；服装服

饰零售；皮革制品销售；通

讯设备销售；家具销售；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经济信

息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5 

安徽佳源博源商

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商业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调

研服务（除专项许可）；会

议及展览服务；市场管理服

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

象策划；电子商务信息咨

询；实业投资；贸易经纪与

代理；国内广告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自有房屋租赁

服务、受委托从事房屋租赁

服务；网络信息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房地产经纪；五金家

电、纺织品、家具、建筑材

料、厨房用具、服装服饰、

皮具、箱包、化妆品、日化

用品、预包装食品销售（含

网上）；餐饮管理；酒店管

理；会务服务；停车场管理;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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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嘉兴佳源广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专业设计服务；市场调查；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贸

易经纪；销售代理；图文设

计制作；办公服务；广告制

作；广告设计、代理；住房

租赁；停车场服务；洗车服

务；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

售；皮革制品销售；化妆品

零售；日用杂品销售；礼仪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国

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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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7 
宁波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餐饮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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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

务；企业管理；市场调查；

会议及展览服务；集贸市场

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贸易经纪；

国内贸易代理；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日用品销售；母婴

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

鞋帽零售；化妆品批发；化

妆品零售；珠宝首饰批发；

珠宝首饰零售；电子产品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眼镜销

售（不含隐形眼镜）；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鞋和皮革修理；

餐饮管理；停车场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78 
杭州墅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

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会

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企业形象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以上

项目仅限网上开展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79 

涡阳县佳源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商场管理服务；企业营销策

划、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期

货、投资、金融、结算咨询）；

会议服务；展览服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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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房屋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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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南京恒至元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停车场服务；企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1 
绍兴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市场调查；市场营销

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企

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广告（除网络广

告）；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停车场服务；住房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82 
安吉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调查；

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经

纪；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

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83 
湖州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调查；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

代理；企业形象策划；市场

营销策划；非居住房地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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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4 
武义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商业

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集贸市

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企业形象策划；市场

营销策划；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贸易经纪；销售代理；

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洗

车服务；礼仪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85 
海盐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市场

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房

地产经纪；集贸市场管理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

象策划；贸易经纪；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住房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86 
海宁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房地产

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

经纪；集贸市场管理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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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杭州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市场

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会

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

代理；企业形象策划；市场

营销策划；住房租赁；房地

产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88 
常州创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9 
温岭佳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商业

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集贸市

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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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90 
上海汐源广告策

划有限公司 
50.00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设计、制作各类广告，投资

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

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展览展示服务，文化艺术交

流策划，图文设计、制作，

美术设计，计算机网络工程

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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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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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嘉兴老佛爷购物

中心管理有限公

司 

2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专业设计服务；市场调查；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贸

易经纪；销售代理；图文设

计制作；办公服务；广告制

作；广告设计、代理；住房

租赁；停车场服务；洗车服

务；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

售；皮革制品销售；化妆品

零售；日用杂品销售；礼仪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内

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2 
上海郑源财务顾

问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

账），企业形象策划，图文

设计，日用百货、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机电产品、针纺织品、

服装鞋帽、皮革制品、珠宝

饰品、照相器材、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办公用品、通讯

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

备）、工艺礼品、花卉、家

具、纺织原料（除棉花、鲜

茧）的批发、零售，摄影服

务（除冲扩），家用电器维

修，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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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浙江佳源文旅集

团有限公司 

12,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85.00% 

旅游项目策划服务；旅游资

源开发；体育用品、户外装

备、日用百货的销售；自有

房屋的租赁；停车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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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儿

童乐园服务、主题游乐园服

务、水上游乐园服务；文学

创作；制作、发布国内各类

广告；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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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重庆诚源房地产

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

公设备租赁服务，文化用品

设备出租，建筑物清洁服

务，日用品零售，文具用品

零售，电子办公设备零售，

物业管理，柜台、摊位出租，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95 
重庆港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场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调查；

会议服务；展览服务；企业

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外广告；房屋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96 
重庆渝源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商场管理、企业

管理服务；市场调查；会议

服务、展览服务；企业营销

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广

告；房屋租赁；游乐场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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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重庆佳源中恒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16,666.67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旅游产品开发与销售；旅游

景区开发及运营管理；从事

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

质后方可执业）；文化艺术

活动策划；自有房屋的租

赁；展览展示、会议服务、

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外广告；停车场服

务；商务信息咨询；货物进

出口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8 

杭州东方邦信绿

和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6,001.00 万

元 

间接持有

99.9982%份额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

资管理。 

99 
苍南国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8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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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北京佳源京城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25,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

询；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

公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房地产开发以及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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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1 

诸暨恒乐电子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002.00 万

元 

直接持有

99.99%份额 

从事电子技术的研究、开

发；批发零售：计算机及配

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多媒

体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元

器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 

102 
诸暨恒源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40,01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99.98% 
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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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青岛佳源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

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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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财务咨

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04 
威海市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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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浙江佳源钱塘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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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杭州骏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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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7 
绍兴国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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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杭州蓝源置业有

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8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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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

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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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

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09 
杭州天沃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茶叶、果树、花卉种植；农

业观光项目开发；旅游项目

管理、酒店管理 

110 
杭州佳驭置业有

限公司 
1,819.00 万元 

间接控股

55.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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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销售代理；会议及展

览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企业形

象策划；广告制作；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物业管

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11 
杭州昌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65,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53.85%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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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销售代理；会议及展

览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企业形

象策划；广告制作；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物业管

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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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12 
佳源浙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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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浙江佳源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

策划；投资融资咨询服务；

受托资产管理（上述项目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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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嘉兴市荣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73.6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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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15 
桐乡市浚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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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住房租赁；市场营销策划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16 
海盐县浩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92.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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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17 
海盐县铭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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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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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工

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8 
平湖市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65.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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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19 
四平加利利置业

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51.00% 

房地产开发（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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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四平加利利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酒店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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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杭州铭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60.00%，间接

持股 4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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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上海聚黛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20,050.00 万

元 

间接持有

99.75%份额 

企业管理及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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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杭州弘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8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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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24 
邵阳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75.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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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邵阳市恒昇城建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95.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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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佳源（重庆）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12,000.00 万

元 

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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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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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企业总部管理，

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27 
重庆溯源置业有

限公司 
1,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6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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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住房

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市场营销策划，停车场服

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28 
杭州佳源公寓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房地

产经纪；酒店管理；市场调

查（不含涉外调查）；市场

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礼仪服务；广告设计、

代理；品牌管理；家政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

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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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29 
余姚泓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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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30 
嘉兴庆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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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31 

重庆佳源名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51.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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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市场营销

策划，停车场服务，日用百

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三）沈玉兴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除佳源创盛、佳源地产及美丽生态以外，沈玉兴先生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经营范围 

1 
灵山县六峰商业步

行街管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直接持股
70.00% 

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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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巢湖市东方房地产

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 

直接持股
67.00%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

项目：建筑装璜；建材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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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巢湖市旭彤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商业及酒店管理；企业管理；

园林绿化；会议与展览服务；

贸易经纪与代理；企业策划；

销售百货、建筑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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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50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经营范围 

4 
巢湖市博纳贸易有

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金属材料、水泥及制品、石材、

木材、五金交电、机电产品、

建筑陶瓷、装饰装潢材料、塑

料制品、铝合金、塑钢门窗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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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抚顺市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9,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

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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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合肥弘果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建筑装饰材料、

农副产品批发零售；酒店管

理；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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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GALAXYEMPERO

RLIMITED 
1.00 美元 

直接持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8 
中国佳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 港

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9 
明源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 

150,000.00 美

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10 
佳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11 
香港佳源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0 港

元 

间接控股
100.00% 

各类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 

12 
国祥房地产有限公

司 

10,000.00 港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3 
徽源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及物业管理 

14 
徽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港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及物业管理 

15 创源控股有限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16 创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17 
佳源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1.00 港元 

间接控股
100.00% 

综合物业管理服务 

18 
佳源（澳门）控股有

限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19 
佳源（澳门）投资有

限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20 
澳门佳源置业有限

公司 

25,000.00 澳

门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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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祥源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5,000.00 澳

门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发展及投资 

22 
金源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投资管理 

23 
青石投资有限公司
CYANSTONEPTYL

TD 

100.00澳门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 

24 
佳源商业地产有限

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商业地产开发、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 

25 
香港佳源商业地产

有限公司 

10,000.00 港

元 

间接控股
100.00% 

商业地产开发、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 

26 
佳源（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27 卓安发展有限公司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28 
香港陞域发展有限

公司 
10.00 美元 

间接控股
70.10% 

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29 TopGalaxyLimited 1.00 美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30 国海集团有限公司 1.00 港元 
间接控股
100.00% 

产业投资及管理 

31 
佳源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405,573.46 万

港元 

直接持股

1.78%，间接

控股 67.96% 

房地产开发及投资 

32 
佳源服务控股有限

公司 

60,000.00 万

港元 

间接控股
52.31% 

综合物业管理服务 

33 

Boyuan Holdings 

Limited(博源控股有

限公司) 

34,313.01 万

澳元 

间接控股
59.453% 

房地产开发业务 

34 

ConsolidatedTinMin

esLtd(联合锡矿有限

公司) 

65,980.84 万

澳元 

间接持股
46.62% 

矿产品开采、加工 

35 
宁波市慈溪硕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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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桐乡市同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0 万

元 

间接持股
3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

的租赁服务；房地产中介服

务；广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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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重庆佳源立信置业

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取得

相关资质后方可执行）；房屋

销售及租赁；停车服务；销售

日用百货、装饰材料及建筑材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

设备、电气设备安装。（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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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嘉兴爱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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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惠州市嘉长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铁矿产品、

钢材（不含商场、档口、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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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涡阳县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持股
3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家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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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扬州嘉联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28,508.8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从事扬州市邗江北路与台扬

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的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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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江苏德润鸿翔置业

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房产销售；土地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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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扬州香江新城市中

心置业有限公司 

4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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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市场营销

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44 
恩平市帝都温泉旅

游区发展有限公司 

13,3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90.00% 

温泉开发洗浴，餐饮服务，旅

业，温泉旅游服务，卡拉 OK，

歌舞厅，体育健身，桑拿按摩，

沐足，理发，洗发；零售烟、

酒；旅游景区投资、开发及管

理；酒店管理及咨询服务；停

车场管理；景区策划服务；景

区规划设计；景区广告制作及

发布；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室

内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机电

安装（电力实施及特种设备除

外）；工艺纪念品开发及销售；

零售：日用品、农产品；种植、

销售：水果、蔬菜；园林绿化

服务；家政服务；房地产中介

服务；营业性演出服务，提供

洗衣服务；户外拓展活动组织

策划；棋牌服务；会务服务；

票务服务；疗养院投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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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养老服务。 

45 
恒力房地产南通有

限公司 

60,775.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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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46 
庐江县佳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持股
42.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

产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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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东方索契旅游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万元 

间接持股
36.00% 

旅游产业投资与开发，房地产

开发经营，酒店投资与管理，

文化交流，展览展示。（一般

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

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

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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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扬州雨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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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49 
涡阳县星港置业有

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91.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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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凤台县明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5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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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蚌埠明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7,125.00 万

元 

间接控股
82.48%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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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合肥崇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家政服务；

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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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六安新华信置业有

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建筑装饰装修；基础设施建

设；建材租赁；投资管理；信

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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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泰兴市广源房地产 30,000.00 万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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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 元 服务；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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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新疆丝路皖隆置业

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停车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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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扬州崇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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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

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7 
浙江佳源安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家政服务；

房产出租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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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扬州国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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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市场营销

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59 
泗阳国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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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60 
宿迁市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6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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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61 
利辛县明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7,5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室内装饰；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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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嘉兴泰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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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63 
惠东县振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50.00% 

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销售：

钢材、石材、碎石、沙、建筑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55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经营范围 

材料、矿产品、日用百货、农

副产品、五金、机械设备、机

电产品（不设商场、仓库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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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常州金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7,05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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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咨

询；市场营销策划；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本市范

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

赁经营管理；房地产评估；土

地使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5 
常州德信佳源置业

有限公司 

22,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50.5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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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常州睿源置业有限

公司 

40,5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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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咨

询；市场营销策划；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本市范

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

赁经营管理；房地产评估；土

地使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7 
宁港佳源投资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投资顾问；企

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咨询服

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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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泰兴市明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万美

元 

间接控股
1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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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69 
扬州浩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0 万元 

间接控股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销售；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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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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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比例 经营范围 

70 

宁波保税区富剑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01.00 万元 
直接持有

99.95%份额 
实业投资 

71 
和县佳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

元 

间接控股

78.50% 

房地产开发经营；住房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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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一）佳源创盛 

佳源创盛成立于 1995 年 4 月 18 日，主要从事的业务为股权投资与房地产开

发。 

佳源创盛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87,973,148,734.33 94,212,878,044.48 92,559,036,556.06 

负债总额 63,387,860,923.81 73,527,431,309.89 72,451,044,968.38 

所有者权益 24,585,287,810.52 20,685,446,734.59 20,107,991,587.68 

资产负债率 72.05% 78.04% 78.28%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5,872,735,417.44 25,814,687,607.69 25,233,151,304.22 

净利润 1,833,621,720.72 1,859,786,319.01 1,792,212,000.49 

净资产收益率 7.46% 8.99% 8.91% 

注：上述 2018 年至 2020 年涉及的财务数据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二）佳源地产 

佳源地产成立于 2004 年 3月 29日，主要从事的业务为普通住宅的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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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房屋租赁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 

佳源地产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79,330,345,696.94  77,192,004,533.47 80,955,865,573.41 

负债总额 59,205,024,944.43  60,595,701,216.39 63,508,663,025.42 

所有者权益 20,125,320,752.51  16,596,303,317.08 17,447,202,547.99 

资产负债率 74.63% 78.50% 78.45%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8,637,711,306.97 11,212,961,114.81 11,807,269,529.34 

净利润 973,621,504.00  2,120,599,552.94 1,537,736,498.86 

净资产收益

率 
4.84% 12.78% 8.81% 

注：上述 2018 年至 2020 年涉及的财务数据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五、收购人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况 

（一）佳源创盛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案件名称 案号 
案件

类型 
案由 当事人 

案件

金额 
判决结果 

1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与北京千

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的案件 

（2020）京

民 终 710

号 

民 商

事 纠

纷 

合同纠

纷 

原告：佳源创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千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3,700

万元 

原告诉请被

驳回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情形外，佳源创盛近五年内未受到过刑事

处罚、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二）佳源地产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58 

 

1、近五年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情形外，佳源地产近五年内未受到过刑事

处罚、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主要负责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佳源创盛董事、监事、主要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沈玉兴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香港居留权 

沈宏杰 男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代礼平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汤海勤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丁宏震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叶福军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陈斌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李敏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序号 案件名称 案号 案件类型 案由 当事人 案件金额 判决结果 

1 

陈招梅与台州贝

利豪成置业有限

公司 ,佳源地产

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潘光亚等

民间借贷纠纷的

案件 

（2020）浙

1004 民初

2308 号 

民事 借款纠纷 

原告：陈招梅 

被告：台州贝

利豪成置业

有限公司、佳

源地产房地

产集团有限

公司、潘光

亚、管敏森 

3,000 万元 原告撤诉 

2 

盈创建筑科技

（上海）有限公

司与佳源地产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的案

件 

（2020）浙

民终 150 号 
民事 合同纠纷 

原告：佳源地

产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盈创建

筑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10,000 万

元 
原告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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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佳源地产董事、监事、主要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沈玉兴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香港居留权 

沈宏杰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代礼平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汤海勤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丁宏震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叶福军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所拥有其他上市公司及

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沈玉兴先生直接或间接拥有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1 
佳源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香港 2768.HK 69.74% 

沈玉兴直接持股 1.78%，

通过明源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67.96% 

2 
佳源服务控股

有限公司 
香港 1153.HK 52.31% 

沈玉兴间接持有 52.31%

股份 

3 

Boyuan 

Holdings 

Limited (博源

控股有限公

司) 

澳大利亚 BHL.AX 59.453% 

沈玉兴通过金源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控股香港建

源投资有限公司，后者持

股博源控股有限公司 

4 
Consolidated 
TinMines Ltd 

澳大利亚 CSD.AX 46.62% 
沈玉兴通过金源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控股香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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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锡矿有

限公司) 

源投资有限公司，后者通

过青石有限公司持股联

合锡矿有限公司 

注：Consolidated TinMines Ltd (联合锡矿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退市。 

除上述情况外，沈玉兴先生、佳源创盛、佳源地产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拥有

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沈玉兴先生、佳源创盛、佳源地产均不存在持有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八、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佳源地产为收购人佳源创盛的全资子公司，佳源地产直

接持有美丽生态 8,621,054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1.05%，根据《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佳源创盛与佳源地产互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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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支持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为上市公司

积极开展主营业务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资金实力，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实力，有助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做大做强与

健康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由佳源创盛全额认购，佳源创盛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

例将得到提升，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

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除本摘要披露的拟收购上市公司

股份外，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

份的计划。 

如未来收购人发生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形，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

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收购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权益变动所获得的股

份。 

二、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美丽生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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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登记和

上市事宜。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存在不确定性，取得相关批

准、核准、备案或许可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

审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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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前，佳源创盛持有上市公司 119,416,276 股，持股比例为 14.57%，

佳源地产持有上市公司 8,621,054 股，持股比例为 1.05%。佳源创盛及佳源地产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28,037,3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62%。 

（二）本次收购后 

本次收购后，佳源创盛将持有上市公司 358,253,855 股，佳源创盛及佳源地

产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66,874,90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4.65%。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实现。根据《股份认

购协议》，收购人拟通过认购美丽生态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权益。

美丽生态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238,837,579 股，所发行股票全部由收购人以现金方

式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4.65%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3.14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 74,995.00 万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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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玉兴

Galaxy Emperor Limited

中国佳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键源商贸有限公司沈玉兴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7%98.83%

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14.57%

1.0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沈玉兴

Galaxy Emperor Limited

中国佳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键源商贸有限公司沈玉兴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0.00%

1.17%98.83%

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33.84%

0.81%

 

本次收购后，佳源创盛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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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发生变化。 

三、《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发行人（甲方）：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乙方）：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认购方式 

1、双方同意：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3.14 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照经相应除权、

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标的股票的发行价格将参照下述规则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

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 +N) 

两项同时进行：P1= (P0-D)/(1 + N) 

如果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行人发生配股的除权事项，则由甲乙双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所确定的配股除权原则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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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募集资金总额

和乙方的认购金额不作调整，发行股票数随发行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调整后由

乙方认购的股票数量按如下公式确定： 

乙方认购的股票数量=乙方认购金额÷标的股票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如调整后发行股票数量存在不足 1 股的部分，则向下取整数确定发行数量；

认购金额超过调整后的标的股份的发行价格与调整后的乙方认购股票数量之乘

积的部分款项，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2、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77,200.00 万元（大写：柒亿柒仟贰佰万元整），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本

协议生效后，如因监管政策变化、监管机构审批文件的要求或经甲乙双方协商一

致，可对该认购金额进行调减。 

（三）支付时间、支付方式 

1、甲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应尽快向认购人

发出认购款缴纳通知，该认购款缴纳通知应当载明如下事项：（1）按照本协议

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2）发行人指定的收取认购人股份认购价款

的银行账户；和（3）认购人支付股份认购价款的具体缴款日期（除非经认购人

另行书面同意，该缴款日期不应早于认购人收到缴款通知后的第五个工作日）；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款

缴纳通知后，按照认购款缴纳通知的规定，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本协议第 3.2 条

确定的认购款划入认购款缴纳通知中指定的银行账户。 

2、发行人应当在认购人支付认购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付款进行验资并按会计师验资

程序出具验资报告，并向认购人提供该验资报告的复印件。 

（四）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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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成立，在同

时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之日生效： 

1、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五）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前述“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条款外，协议未附带任何其他保留条

款和前置条件。 

（六）违约责任条款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未能全面履行本协议，或在本协

议中作出的陈述和保证存在虚假、不真实、对事实有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形，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相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继续履行义务，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本协议的继续履行。 

2、本协议项下约定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乙方之认购事宜如未履行

下述全部程序，则本协议终止，双方均不构成违约： 

（1）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2）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3、本协议任何一方受不可抗力的影响，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项

下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

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

式通知相对方，并在事件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相对方提交不能履行、部分不

能履行、需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理由及有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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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满足后，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缴付股份认

购价款的，每延期缴付一日，应按未缴付股份认购价款的万分之五向发行人支付

违约金。仅因乙方的原因导致乙方迟延缴付股份认购价款延期超过十个工作日的，

发行人有权（但无义务）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

约定的乙方应缴付股份认购价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发行人支付违约金。前述违约

金不能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发行人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

继续向认购人进行追偿。 

四、《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发行人（甲方）：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乙方）：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1 年 6 月 25 日 

（二）认购数量、认购金额 

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74,995.00 万元（大写：柒亿肆仟玖佰玖拾伍万元整），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

付。本协议生效后，如因监管政策变化、监管机构审批文件的要求或经甲乙双方

协商一致，可对该认购金额进行调减。 

认购股数为认购款总金额除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的发行价格所折算

的股份数，即 238,837,579 股。如发行价格按本协议第 3.1 条之规定进行调整的，

认购数量亦按照本协议第 3.1 条之规定相应予以调整。 

五、本次交易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收购人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新增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新增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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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止本摘要披露日，佳源创盛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9,416,276 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 14.57%，佳源地产持有公司 8,621,054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05%。佳源

创盛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28,037,3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2%。 

其中佳源创盛持有的 80,000,000 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66.99%；佳源地产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

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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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金来源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承诺，本次认购资金来源均系其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向佳源

创盛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佳源创盛的总资产和归母净资产分别为

8,797,314.87 万元、1,721,955.98 万元，资产规模较大；2020 年度营业收入和归

母净利润分别为 2,587,273.54 万元、146,886.69 万元，盈利能力较强；货币资金

为 465,203.88 万元，金额较大，故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相应的资金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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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说明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本次交易中，收购人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导致收购人拥

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超过上市公司股份的 30%，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

七条：“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时，继续进行收购

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符合本办法第六

章规定情形的，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

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

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

出要约”。 

本次收购，收购人已出具承诺，承诺其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

股，因此，在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批准的前提下，收购人符合《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章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见本摘要“第四章 收购方式”之“二、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三、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收购人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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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收购人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73 

 

 

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沈宏杰 

                                            日期：2021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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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佳源地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沈玉兴    

                                            日期：2021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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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沈宏杰 

                                            日期：2021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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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佳源地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沈玉兴 

                                            日期：2021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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