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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最新進展公告  

 有關上海外灘8-1地塊之訴訟  

 

 

 

 

 

 

 

 

 

 

 

 

 

茲提述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有關其於建議收購

上海外灘 8-1地塊（中國上海黃浦區小東門街道 574及 578地塊）相關公司

（「建議轉讓」）之優先認購權之公告（「有關訴訟」）。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接獲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中級

人民法院」）就有關訴訟之民事判決書（「本判決」）。本判決的內容節錄詳見下

文。 

 

該判決內容 

 

該判決書指出：本案事實由各方當事人提交並經質證後無異議之《項目公
司章程》、《上海市房地産權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施工
許可證》、《海之門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合作投資協議》、《合作協議》、
《關於上海証大外灘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置業有限公司股權出售和購買協

茲提述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有關其於建議

收購上海外灘 8-1地塊（中國上海黃浦區小東門街道 574及 578地塊）的

相關公司（「建議轉讓」）之優先認購權之公告（「有關訴訟」）。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接獲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中
級人民法院」）就有關訴訟之民事判決書（「本判決」），中級人民法院
對惡意串通規避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交易行為依法判決無效。本公司認
為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維護了法律的公正，本公司表示尊重本判決，
並在本判決生效後遵照執行。如果被告方上訴，本公司將繼續通過法
律手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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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2011年 12月 22日被告証大置業公司致原告函、 2011年 12月 26日被告
証大置業公司與証大房地産公司聯合致原告函、 SOHO中國有限公司與綠
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通過香港聯合交易所分別發佈的《須予披露交易》、
《框架協議》及其補充協議、《股權轉讓協議》、工商變更登記、《公告》、
《律師函》、《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託計劃合作協議》等書證以及各方當事
人在庭審中的相關陳述予以佐證，證明屬實，本院予以確認。  

 

該判決書指出：本院需要說明的是：本案涉及的各方訴訟主體以及合同參
與主體，按照資産權益歸屬關係，分別隸屬於四個核心利益集團和同一實
際控制人，其中原告和復地集團（港交所上市公司，代碼 02337）、復星國

際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公司，代碼 00656）爲一方，被告長燁公司、被
告長昇公司和SOHO中國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公司，代碼 00410）爲一方，
被告嘉和公司、被告綠城公司和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公司，
代碼 03900）爲一方，以及被告証大置業公司、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和証
大房地産公司（港交所上市公司，代碼 00755）爲一方。  

 

本院認爲，本案原、被告間訟爭的交易模式，屬資本市場的重大投資行爲，
交易文本內容詳實且交易目的清晰，因同時又隸屬於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
牌的四家上市公司，相關上市公司的公告內容亦能充分予以印證，因此，
本案法律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各方當事人亦均不存在爭議，故本院

予以確認。本案爭議的焦點在於依據現行的法律，對六被告之間的交易行
爲之法律效力如何進行評判，是否如原告所訴，應依法確認系爭協議爲無
效。  

 

縱觀本案被告間交易行爲的目的，旨在控制海之門公司 50%的權益。交易
前，海之門公司的原有股權結構實際由三方核心利益集團構成，即原告所
屬方持有 50%，被告綠城公司所屬方持有 10%，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所屬
方持有 40%，原告處於相對控股地位，海之門公司內部的人合性、股權結
構的合理性、股東之間的信賴關係相對穩定，經營管理相對正常。交易發
生後，僅從形式上研判，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証大置業公司、被告長昇公
司作爲股權交易的主體，與海之門公司並無直接關聯，原告與上述交易主

體亦不具有同一階梯的關聯關係。但是，從交易行爲的實質上判斷，上述
交易行爲結果具有一致性，且最終結果直接損害了原告的利益，即原告對
於海之門公司的相對控股權益受到了實質性地影響和損害，海之門公司股
東之間最初設立的人合性和內部信賴關係遭到了根本性地顛覆。  

 

有限公司的穩定性決定了公司的發展，也決定了公司股東權益和社會公衆
利益的實現。爲了確保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和封閉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司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第三款明確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
股權，應當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股東應就其股權轉讓事項書面通知其
他股東徵求同意，其他股東自接到書面通知之日起滿三十日未答覆的，視

爲同意轉讓。其他股東半數以上不同意轉讓的，不同意的股東應當購買該
轉讓的股權；不購買的，視爲同意轉讓。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
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兩個以上股東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的，
應協商確定各自的購買比例；協商不成的，按照轉讓時各自的出資比例行
使優先購買權”。換言之，股東優先購買權具有法定性、專屬性、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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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條件的形成權和期待權。六被告對於上述法律規定應當是明知的，本案
中，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共同出讓其合計持有的海之門公
司 50%股權的意思表示是清晰完整的，並由被告証大置業公司代表被告綠
城公司、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作爲聯合方發函詢問原告是否決定購買之一
節事實，亦充分證明瞭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明知法律賦予
股東優先購買權的履行條件和法律地位。但嗣後，被告綠城公司和被告証
大五道口公司並未據此繼續執行相關股東優先購買的法定程序，而是有悖
於海之門公司的章程、合作協議等有關股權轉讓和股東優先購買的特別約
定，完全規避了法律賦予原告享有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設定要件，通過實施
間接出讓的交易模式，達到了與直接出讓相同的交易目的。據此，本院認

爲，被告綠城公司和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實施上述交易行爲具有主觀惡意，
應當承擔主要的過錯責任。上述交易模式的最終結果，雖然形式上沒有直
接損害原告對於海之門公司目前維繫的 50%權益，但是經過交易後，海之
門公司另 50%的權益已經歸於被告長燁公司、被告長昇公司所屬的同一利
益方，客觀上確實剝奪了原告對於海之門公司另 50%股權的優先購買權。
目前雙方對於海之門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改組事宜已經發生爭議，各持 50%

的股權結構的不利因素已經初見端倪，海之門公司未來的經營管理和內部
自治的僵局情形也在所難免。顯然，上述交易後果的發生，不利於海之門
公司以及項目公司的實際經營和運作，也難以保障外灘 8-1地塊項目的正
常開發。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
無效：……（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依據上述法律規定並結合
本案基本法律事實，本院認爲，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系海
之門公司的直接股東，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証大置業公司又系被告綠城公
司、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的唯一出資人，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証大置業公
司與被告長昇公司之間實際實施的關於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証大置業公司
持有的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証大五道口公司股權的轉讓行爲，旨在實現一
個直接的、共同的商業目的，即由被告長燁公司、被告長昇公司所歸屬的
同一利益方，通過上述股權收購的模式，完成了對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証
大五道口公司的間接控股，從而實現對海之門公司享有 50%的權益，最終

實現對項目公司享有 50%的權益。綜上所述，被告之間關於股權交易的實
質，屬明顯規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 72條之規定，符合《中華
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之無效情形，應當依法確
認爲無效，相應的《框架協議》及《框架協議之補充協議》中關於被告嘉
和公司、被告証大置業公司向被告長燁公司轉讓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証大
五道口公司 100%股權的約定爲無效，被告嘉和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被
告証大置業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亦爲無效。同時，
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合同無效或者被撤
消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産，應當予以返還……”上述交易行爲亦應當予
以恢復原狀。被告之間因無效而産生的財産返還事宜，可自行協商解決。

據此，原告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當依法予以支持。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七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
十二條第（三）項、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確認被告上海長燁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與被告浙江嘉和實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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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被告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於 2011年 12月 29日簽署的《關於間接
收購上海外灘國際金融服務中心（ 8-1）地塊項目 50%權益之股權及債權
轉讓框架協議》及於 2012年 1月 9日簽署的《股權及債權轉讓框架協議之補
充協議》中關於被告浙江嘉和實業有限公司、被告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
向被告上海長燁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轉讓被告杭州綠城合升投資有限
公司、被告上海証大五道口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 100%股權的約定爲無效；  

           

二、確認被告浙江嘉和實業有限公司與被告上海長升投資管理諮詢有
限公司於 2012年 1月 12日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爲無效；  

 

三、確認被告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與被告上海長升投資管理諮詢有
限公司於 2011年 12月 29日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爲無效；  

 

四、被告浙江嘉和實業有限公司、被告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應於本
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將被告杭州綠城合升投資有限公司、被告上海証
大五道口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的股權狀態恢復至轉讓前，即由被告浙江嘉
和實業有限公司持有被告杭州綠城合升投資有限公司 100%股權，被告上
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持有被告上海証大五道口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 100%

股權。  

 

本案案件受理費人民幣 3,814,533元，由被告浙江嘉和實業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負擔，於本判決生效後七日內向本院繳納。  

 

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收到本判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上海市高級人民法
院。  

 

如本節錄的中英文版本有所出入，應以中文版本為準。  

 

公司立場 

 

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對惡意串通規避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交易行為依法判
決無效，本公司認為本判決維護了法律的公正，本公司表示尊重本判決，
並在本判決生效後遵照執行。如果被告方上訴，本公司將繼續通過法律手
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一家根據香港法律註

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

上市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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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地集團」  指  復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

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

股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撤銷於香

港聯交所的上市地位  

「綠城中國」或「綠

城中國控股有限公

司」  

指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綠城公司」  指  杭州綠城合升投資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

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嘉和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  

「海之門公司」  指  上海海之門房地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

間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  

「長燁公司」  指  上海長燁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於中國

上海成立的有限公司，為 SOHO中國的全

資附屬公司  

「長昇公司」  指  上 海 長 昇 投 資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 為

SOHO中國的全資附屬公司  

「証大五道口公司」 指  上海証大五道口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為

証大房地產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SOHO 中 國 」 或

「 SOHO中國有限公

司」  

 

指  SOHO中國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嘉和公司」  指  浙江嘉和實業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例成

立的有限公司，為綠城中國的全資附屬公

司  

「証大置業公司」  指  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為証大房地產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証大房地產公司」 指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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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之獲豁免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  

「合作投資協議」  指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証大房地產

公司分別於復地集團、磐石投資、綠城公

司簽署之《合作投資協議》  

「合作協議」  指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原告與海之門公

司、証大置業公司、綠城公司、証大五道

口公司、磐石投資、証大房地產公司共同

簽署之《合作協議》  

「框架協議」或「關

於間接收購上海外

灘國際金融服務中

心（ 8-1）地塊項目

50%權益之股權及債

券轉讓框架協議」  

指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長燁公司

與嘉和公司、証大置業公司簽署之關於間

接收購上海外灘國際金融服務中心（ 8-1）

地塊項目 50%權益之股權及債券轉讓框架

協議  

「框架協議之補充

協議」  

 

指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長燁公司與嘉和

公司、証大置業公司簽署之《框架協議之

補充協議》  

「股權投資集合資

金信託計畫合作協

定」  

指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証大五道口公司

就其持有的海之門公司 35%股權中的 10%

股權與新華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協議設定

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原告」  指  浙江復星商業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

國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  

「磐石投資」  指  磐石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  

「港交所」或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項目公司」  指  上海証大外灘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置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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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 2013 年 4 月 24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范偉先
生、丁國其先生、秦學棠先生及吳平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閻焱先
生、張化橋先生及張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