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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秦森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因公司近日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中标了“安阳市林业局国家储备林建设 PPP

项目”，为该 PPP 项目的实施，按照相关规定，需设立 SPV 公司。公司拟与

安阳经开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中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汤阴县现代农

业投资有限公司、内黄县政惠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安阳市经建投资有限公司、

安阳市龙浩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安阳新时代兴农投资有限公司、林州市豫

资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阳市殷都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

股公司安阳市景欣生态林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地为安阳市(具体地址以

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9488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1948.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安阳经开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60938.88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00%，中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人民币 22702.7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00%，汤阴县现代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883.3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5%，内黄县政惠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895.308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6%，安阳市经建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98.7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25%，安阳市龙浩生

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935.705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62%，安

阳新时代兴农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074.540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41%，林州市豫资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7097.5872 万元，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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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的 5.94%，安阳市殷都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2712.3776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2.27%。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期末资产总额为

2,202,589,324.29 元，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675,532,064.10 元。本

次对外投资拟出资 11,948.8 万元，公司 12 个月内设立参股子公司出资金额合

计 159,270,000 元，占总资产比例 7.23%，占净资产比例 23.58%，根据《非

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投资设立 PPP 项目合资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投资需经过股

东大会批准。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该事宜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阳经开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安阳市文峰区富源街 2 号安阳市财政局一楼 

注册地址：安阳市文峰区富源街 2 号安阳市财政局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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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俊生 

实际控制人：安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林木育种、育苗；林木种植；绿化管理；林业产品研发、销售；

粮油、中药材种植、销售；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人工造林

服务；林业规划服务；林业工程设计服务；森林经营和管护；游览景区管理。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1 万元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B 座 129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B 座 129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马哲刚 

实际控制人：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中

介除外）；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公共关系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中介除外）。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汤阴县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汤阴县政通路东段 

注册地址：汤阴县政通路东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彭海立 

实际控制人：汤阴县畜牧兽医总站 

主营业务：农业产业投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业项目咨询。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内黄县政惠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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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内黄县西环路 18 号（内黄果蔬城院内） 

注册地址：内黄县西环路 18 号（内黄果蔬城院内）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涛 

实际控制人：内黄县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农业投资服务，农业观光旅游，果蔬采摘，农产品的初级加工、

销售，农机具销售和维修，农业技术开发推广和技术转让，销售：不再分装的包

装种子、瓜果蔬菜、绿化树苗木。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阳市经建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安阳市北关区永安东街北侧 

注册地址：安阳市北关区永安东街北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胡秉州 

实际控制人：安阳市北关区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主营业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材、钢材、电缆、管道、苗木、市政建设

配套物资销售；以自有资金对商业、房地产、工业、文化、饮食、土地开发整理

储备项目进行投资；绿化管理；土地整理；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

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阳市龙浩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安阳市龙安区龙康大道中段（安阳市产业集聚区） 

注册地址：安阳市龙安区龙康大道中段（安阳市产业集聚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梁国伟 

实际控制人：安阳市龙安区财政局 

主营业务：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开发、生态旅游项目的建设及开发、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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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企业资产管理；园艺产品、旅游纪念品的生产销售，农作物、苗木、花卉的

种植销售；文化旅游活动创意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餐饮

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市政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水电工程施工、道

路照明工程施工、环境保护工程施工、土地平整；水资源开发利用咨询服务，广

告设计、制作、发布。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林州市豫资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林州市开元区振林路 27 号 

注册地址：林州市开元区振林路 27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原再亮 

实际控制人：林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主营业务：开展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融资建设、对城乡公共基础设

施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国家允许开发经营的城乡建设项目及其基础设施的建设、

管理；接受政府委托对有经营资质资格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棚户区建设、城中

村旧城拆迁、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投资；对交通、水利、城市建设等基础

设施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对国家相关政策允许的项目进行投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71800 万元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阳新时代兴农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安泰大道（建工大厦）214、216 号 

注册地址：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安泰大道（建工大厦）214、21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牛用生 

实际控制人：安阳新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农业、林业、牧业、水利项目投资；农、林牧园区

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市政公用园林绿化、水利设施的设计、施工；农作物、林

木育苗；花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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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9.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阳市殷都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殷都区计生委院内  

注册地址：殷都区计生委院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柯妍 

实际控制人：安阳市殷都区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及科技项目开发和技术改造投资，对高科技农

业、种植业、养殖业开发投资，对教育、文化、卫生、旅游、城市建设、公共事

业基础设施投资；建材、电缆、通讯设备、苗木、照明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仪

器、管道销售。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注册地：安阳市（以工商登记为准）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方式 认缴比例 

安阳经开林业发

展有限公司 

60938.88 万元 货币 51.00% 

中信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22702.72 万元 货币 19.00% 

上海秦森园林股 11948.8 万元 货币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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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汤阴县现代农业

投资有限公司 

3883.36 万元 货币 3.25% 

内黄县政惠农业

投资有限公司 

3895.3088 万元 货币 3.26% 

安阳市经建投资

有限公司 

298.72 万元 货币 0.25% 

安阳市龙浩生态

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1935.7056 万元 货币 1.62% 

安阳新时代兴农

投资有限公司 

4074.5408 万元 货币 3.41% 

林州市豫资城乡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7097.5872 万元 货币 5.94% 

安阳市殷都经济

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2712.3776 万元 货币 2.27%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各方未签署对外投资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设立 PPP 项目公司，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2014]215 号）、《PPP 项目合

同指南（试行）》（财金[2014]156 号）等法律和政策规定，对安阳市林业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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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储备林 PPP 项目进行运作的必备要件，有利于该 PPP 项目的实施，便于

项目的全过程、全方位的优化和管控。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参股设立项目公司符合 PPP 模式和政府的要求，有利于后期项目的运作和管

理；设立项目公司需要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规定程序办理

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项目公司的设立，对公司的业务及发展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上海秦森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