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江奥体中心合作込

力盤活湛江奥体中′さ資声,帯功 、会晨及相

美声立友晨,湛江市交通投資集固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交

投集困")委托片州声叔交易所有限/AN tt im_ミ /Ak升市場方式

対湛江奥体中′む合作近菅逃行公升招商,情片州声杖交易所

有限公司根据本方案俎奴相美工作。具体方集如下:

一、項目筒介

湛江奥体中′い位千坂共区海末新区海湾大析析共北叡1,

恙建筑面釈214,172平方米,包括主体育場(40000今座位 )、

体育信 (6300企座位 )、 落泳眺水信 (2200今座位 )、 家合

り|1珠倍 (晨光面釈 17500平方米 )、 塚合求炎信 (HoO企座

位)以及配套近功服弁没施。

力更好地量活湛江奥体中′さ資声,帯劫湛江市文体、会

晨及相美声立友展,使湛江奥体中′む力湛江市径済和社会友

晨友拝更加重要的推劫作用。交投集囲委托片州声枚交易所

有限公司/AN升招商,31入合作方合作近菅湛江奥体中′い,共
同努力洛湛江奥体中′さ及周辺打造咸力専西地区集近幼、旅

落、休内、賄物、娯/fNカ ー体的体育体困地,最具規模的高

水平体育賽事中′む,高反量大型活功会晨中′い。

二、重大事項及其t披露内容

(一 )招商主体

交投集囲力湛江奥体中′さ合作近菅招商主体。

(二 )招商方式

交投集困接規定程序ilm_ミ 片州声板交易所有限公司公

案



升招商,マ 1入一家有実力、有資源、有埜詮的大型国有企立

合作,共 同成立合資/AN司 合作近菅湛江奥体中′い,合作近菅

期限 25年。

(三 )合作方式

1.采取成立合姿/AN司 合作近菅模式,交投集困与意向合

作方成立合資/AN司 ,合資/Ak司 注冊資本力人民市 1000万元 ,

双方各出資 500万元,各 占 50%股板。未姪交投集困同意 ,

意向合作方不得着沈典股杖。

2.湛江市政府分予合資公司 25年湛江奥体中′む姪菅管

理杖,合資/AN司 由意向合作方主早_pr菅 ,汗格履行双方碗汰

的 《湛江奥体中′い近菅管理方案》,接受交投集困的考核監

督。合資公司由意向合作方合井財芥根表。自升始合作近菅

曰起 1年内,意 向合作方久責単方投入資金 2000万元対湛

江奥体中′む部分没施浚各(室外 LED大屏、智意体育没施等)

辻行茨造。意向合作方泣子合作近菅曰起 60日 内洛 2000万

元緒入交投集囲和意向合作方共同監管的共管敗声,升象茨

造廿表1及資金的使用均需姪交投集囲批准后方可実施。

3.近菅期日,合資/AR司 自久盈
=,承

担坊信相美咸本費

用,政府履行監督監管釈能。

4.政府ネト貼方式:升始合作近菅的前 10年 ,湛江市財

政分予近菅ネト貼,共 中第 15年毎年ネト貼 1,500万元,第 6-8

年毎年ネト貼 1,100万元,第 9年ネト貼 900万元,第 10年ネト

貼 800万元。第 6年 (合第 6年 )以后,女口果当年浄不1洞 (合

政府ネト貼)超ミ当年十刻ネト貼金額的,ス1当 年実昧ネト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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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廿裁1ネト貼金額減去起出部分的 30%(711如第 6年実現浄不1

潤 1500万元 (合政府ネト貼),第 6年十歳1ネト貼金額 1100万

元,ス1第 6年実隊ネト貼金額力 1100-(1500-1100)× 30%=980

万元,減少ネト貼 120万元,以此炎推 )。

同Hf,合作退菅期内毎年由湛江市財政分予 500万元的

染修ネト貼。近菅ネト貼及象修ネト貼在毎年 3月 31日 前由湛江

市財政支付分交投集曰,交投集困按考核結果支付分合資/Ak

司。

5.出 資方式:合作双方以貨市方式出資,在合姿/AN司 咸

立后 30今工作日内数足対泣注冊資本。

6.合作双方取責 :

交投集困取責 :

(1)参萄合姿/AN司 的姪菅活功。

(2)享有合資公司的相泣股末枚不1又券。

(3)協調当地政府在法律允杵的疱国内争取分予合資

/AN司 最大程度的税費伐熟及戒免,包括但不限千水費、屯費、

燃気費。尽力与湛江市相美政府部 11及其他有美単位祢調 ,

力湛江奥体中′むell造完松的姪菅不境,象夕合資/AN司 的合法

杖益。

意向合作方取責 :

(1)合資公司由意向合作方主早_/.菅 。

(2)濯格履行及方碗次的 《湛江奥体中′む退菅管理方

案》。

(3)自 升始合作退菅日起 1年内,意 向合作方久責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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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投入資金 2000万元対湛江奥体中′む部分没施浚各 (室外

LED大屏、智慧体育没施等)邊行政造。意向合作方泣子合

作近菅日起 60日 内格 2000万元特入交投集困和意向合作方

共同監管的共管敗片,升象改造十え1及資金的使用均需姪交

投集困批准后方可実施。

(4)意 向合作方対合姿公司又券的履行承担逹帯責任。

7.合資公司所有姪菅等事項均泣依法依規ill行 。

(四 )合姿公司法人治理策杓

1.股末会由交投集困和意向合作方成立,足合姿公司的

最高杖力机胸。股末会会洸作出的決洪,泣 当姪全体股末一

致同意通辻。

2.合資公司董事K(法定代表人)由意向合作方推若人

逸担任。

3.合姿公司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 董事俎咸,董事

会咸貝均由股木会地挙声生。其中,2名董事由交投集困推

若的人逃担任,男 外 3名 董事由意向合作方推若的人逸担任。

董事会浚董事Kl毛 ,由 意向合作方推若人逃担任。董事任

期届満需要推若新董事的,ス1推孝原ス1不交。董事和董事K

任期三年,姪股末会依照章程逃行推逸,可以逹逃逹任。

今対以下重人事項 ,須征得交投集困同意或姪董事会

一襲同意通辻叶,方可作出有妓的董事会決袂 :

(1)対公司章程或股末称袂 (政口有)的任何修茨;

(2)合資/Ak司 増カロ或減少其注肝資本,或政交其股叔

錯胸 ;



(3)合資/Ak司 在仝年萩算以外向第二方借款或貸款 ,

単宅金額超ミ人民市伍拾万 (500,000)元或累汁金額起ミ人

民市登信万 (1,000,000)元 ;

(4)対合資公司全部或実反性財声的姿声炎畳 (包括

但不限子姿声出告、抵押和反押等担保、授板使用等)及公

司々其他径済俎鉄的合井或咲合 ;

(5)合資公司清算或解散 ;

(6)合資/AN司 派友或支付股不1;

(7)対合資/Ak司 董事、高坂管理人員或駅員的任何貸

款或担保。

4.合資/AX司 不没監事会,没監事 2名 ,均 由股末会逸挙

声生,双方各推孝 1名担任。

5.合姿公司没恙姪理 1名 、ヨ1恙姪理 2名 ,恙変理由董

事会聘任意向合作方推率的人逃担任,冨1恙埜理由双方各推

暮 1名 担任。合姿/Ak司 浚財券負責人 1名 ,財弁負責人由交

投集困推春的人逃担任。

6。 交投集困享有作力股末所享有的対合資/Ak司 姪菅管

理的知lll枚 ,有枚取得合姿/Ak司 財弁、管理、変菅、市場或

典セ方面的信息和資料,有杖向合姿/Ak司 管理晨提出建洪井

折取管理晨美子相美事項的江技。合資/AN司 泣在毎季度或者

年度結束后向交投集困提交季度、年度財券扱表、常十根告、

工作恙錯及工作十歳1。

7.合資公司股木会、董事会、監事、変菅管理晨等姐奴

机胸的声生方法、双枚、袂事規ス1及具体央策管理程序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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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由合資/AN司 章程予以具体規定。

三、交易模式

(一 )交易方式。以/Ak升 市場方式俎須項目招地,釆取

鰊合坪常形式硫定咸交合作方。

(二 )交易流程。答資委托祢洸―十1定坪常規ス1-合規性

常核―友布公告 (在片州声枚交易所有限公司国堆友布公告 ,

公告期力 20企工作日)一意向合作方登泥猥名―友放汗常規

ス1-意 向合作方遊交坪申文件―俎須寺家汗常会袂 (坪常委員

会咸員共 5名 ,其 中以随机方式抽取寺家 4名 ,委托方代表

1名 )― 出具汗常結果 (友布汗常第呆/AN示 )一答署祢決―咸

交錯果公告 (在片州声枚交易所有限公司国Jil公告 )。

(三 )工作時点要求。2021年 月完成招商桂牌資料編

制及常定;_月 初友布招商/AN告 ;_月 初完成項目招地姐鉄

工作,汗地出項目近菅合作方,井落実答署項目 《湛江奥体

中′む合作近菅合同》。

四、意向合作方資格条件

意向合作方不足躾全体且同時具各以下条件 :

1.意 向合作方又須足在中国境内注妍、具有独立法人姿

格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立。

2.意 向合作方 2020年実験注冊資本須 2,000万元以上

(合 2,000万元)人 民市 (需提供お資扱告作力相美江明/11

料 )。

3.意 向合作方 2020年所有者収益須 4,000万元以上(合

4,000万元)人 民千 (需提供 2020年度財芥常十扱告作力相



美江明材料 )。

4.意 向合作方 2020年菅立牧人 4,000万 元以上 (合

4,000万元)人民市 (需 提供 2020年度財券常十扱告作力相

美逓明材料 )。

5.意 向合作方未炎子財声被接管、破声或美、停、井、

緒状恣及重大訴松事件情況。

6.意 向合作方 (合控股子/Ak司 )参与服券保障ミ国隊須

(奥退会、工近会、大近会、青奥会等)大型察合性近功会

体育界事相美工作 (需 提供各企界事保障願同 (服芥)合 同 ヽ
或政府主管部 11或界事俎委会出具的相美IIE明材料 )。        1

7.意 向合作方 (合控股子/Ak司 )参与服券保障ミ国家象

(仝近会、城近会、全国体育大会、青近会等)大型鰊合性     |
体育退功会体育界事相美工作的 (需提各企供奏事保障灰同     ド

(服券)合同或政府主管部 11或界事俎委会出具的相美江明

材料 )。

8.意 向合作方 (合控股子公司)近 5年末承亦辻国家象

以上単項体育界事 25場次以上 (合 25場次)(需提供界事

保障販日 (服券)合 同或政府主管部 11或募事俎委会出具的

相美江明材料 )。

9.意 向合作方 (合控股子公司)須有辻単企大型体育笏

竹鰊合体 (恙建筑面釈 18万平方米以上,合 18万平方米 )

的近菅姪聡 (需 提供有美政府委托近菅管理祢袂等江明材

料 )。

10.意 向合作方 (合控股子公司)近 2年 (2020年 或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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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曽 荻得国家坂体育声立示疱単位 (体 育笏信炎)(需要

提供相美江明材料,或 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 11官 回公示 )。

各注:控股子/Ak司 指意向合作方直接或同接出資持股 50%

以上的企立。若相美江明材料主体力意向合作方的控股子/Ak

司的,泣 同時提交核控股子公司的菅立執照、法定代表人身

分江彙印件、工商登泥部 11的 /Ak司 股根美系等江明材料。

五、坪申規興1及坪分禄准

(一 )平常規lll

l.本汗常亦法采用妹合坪分法。坪分しヒ重対■

坪分項目 技木坪分 商弁坪分

杖重 30% 70%

2.平 常歩環:由汗申委員会先避行意向合作方姿格符合

性常核,対通辻資格常核的意向合作方所遠交的汗常文件邊

行初申,再対通ミ初常的平常文件逃行技末、商券洋如平常,

最后出具汗常根告。

3.汗分及其坑汁:按照汗常程序、汗分林准以及叔重分

配的規定,汗常委員会各咸ス分力1就各企意向合作方的技木

状況、商券状況逃行汗袂和比較,汗 出其技木坪分利商券汗

分相カロ得出其最后鰊合得分。

4.鰊 合坪分的十算和 :

鰊合汗分=技木汗分+商芥汗分

各項得分按四合五人原ス1精碗到小数点后西位。洛塚合

坪分由高妻1低順序排pll。 鰊合汗分相同,按技木平常得分由

高到低版序祥夕1;朱合汗分相同,技木坪分相同的,接商芥



汗常得分由高rll低順序羽卜pll;各項汗常得分相同的,名 次由

汗常委員会接小数服よ多数原ス1投票決定。

(二 )平分林准

1。 技木汗常林准 (恙分 30分 )

ヽ
４

鋼

哺

颯

電

哺

ヽ
―

メ

汗分項目 分項 汗常要点及沈明

技木部分

(30`か )

近菅管理方案

(30分 )

意向合作方提供的近菅管理方案泣包

括以下須咸部分8近菅管理目林与廿夫1,

近菅困仄俎建方案,近菅管理方案,物立

管理方案,重要没各、没施管理方案,安

保方案,庄 急炎畳方案。

由汗委苅所有意向合作方的方案選行

妹合比較后分力伐、た、中、差四企楷次 ,

其中:

1.方案恙体光校完善、科学、合理 ,

凸呈寺立性、CJ新性、可行性程度均比較

張,汗力仇,得 30分 ;

2.方案恙体比較完善、科学、合理 ,

具各寺立性、可行性,但 Cl新性尚不修凸

呈,汗力た,得 25分 ;

3.方案基本完善、合理,具有一定可

行性,但唸1新性不足,汗力中,得 20分 ;

4.方条不修完整,但主要内容基本合

理,具有一定可行性,但寺立性、CJ新性

不修,汗力差,得 15分。

未提交方案不得分。

注8.以上汗分林准中要求着渉及相美江明材料的,意 向合作方需提供清晰

的彙印件或担描件井加監汗常単位/Ak章 装資入汗常文件内,得分以隻印件

或相描件力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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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弁汗常林准 (恙分 70分 )

坪分項目 分項 汗常要点及悦明

商外部分

(70妥卜)

近菅ネト貼損介

(10`か )

合作近菅期限的前 10年 ,共ネト貼 1.25

化元。汗常板介不得高子 1。 25化元。汗常扱

介最低的力汗林基准合,得満分 10分 ,汗常
扱俗毎高子汗林基准介一今百分点才口0.05

分,宣至オロカ 0分。

体育場竹項目

近菅径詮

(20女卜)

|“ 委托姪菅/近菅/管 理 "、 “特許姪菅/近菅/

管理"等字祥江明相美埜詮),合 同未体現項
目面釈及近菅年限信息的,ス1述須提供立主蓋
章的江明材料。

意向合作方提供的近菅立墳若力控股子
/Ak司 立墳的,述須提供工商登泥部目的/Ak司 股
奴美系江明材料及意向合作方控股子公司菅
立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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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分項目 分項 汗常要点及悦明

商外部分
(70多〉)

妹合性体育近功

会奏事服弁保障

姪詮 (8分 )

意向合作方 (合意向合作方控股子公司)

参与服券保障ミ国隊象 (奥近会、工近会、大
近会、青奥会等)大型鰊合性近劫会体育奏事

相美工作的,毎次得 2分 ;最高 4分。

意向合作方 (合意向合作方控股子公司)

参考服芥保障辻国家象 (仝込会、城近会、仝

国体育大会等)大型鰊合性体育近功会体育界

事相美工作的,毎次得 1分 ;最高 4分。

本項最高得分 8分 ;

需提供界事保障販同 (服券)合 同或政府
主管部 11或界事俎委会出具的相美江明材料。

意向合作方提供的近菅立鏡若力控股子
/Ak司 立墳的,述須提供工商登泥部11的公司股
叔美系江明材料及意向合作方控股子/Ak司 菅
立執照。

単項体育界事服

券保障姪詮

(8分 )

意向合作方 (合意向合作方控股子/Ak司 )

承亦辻国家坂以上単項体育奏事的,毎次得 1

分;本項最高得分 8分 ;

需提供賽事保障願同 (服芥)合 同或政府
主管部11或界事俎委会出具的相美江明材料。

意向合作方提供的近菅立墳若力控股子
公司立墳的,迩須提供工商登泥部 1可 的/Ak司 股
枚美系江明材料及意向合作方控股子公司菅
立執照。

体育声立示疱単

位茉誉 (8分 )

意向合作方 (合意向合作方控股子/Ak司 )

近 2年 (2020年或 2021年 )曽 荻得国家坂体
育声立示疱単位 (体育場竹炎)的得 5分 :

意向合作方 (合意向合作方控股子公司)

近 2年 (2020年或 2021年 )曽荻得省坂体育
声立示疱単位 (体育場倍炎)的得 3分 ;

本項最高得分 8分。

需要提供相美江明材料,或 国家体育行政
主管部11官 回公示。意向合作方提供的栄誉若
力控股子/Ak司 茉誉的,述須提供工商登泥部 11

的/Ak司 股枚美系江明材料及意向合作方控股
子公司菅立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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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分項目 分項 平常要点及滉明

唇意向合作方(合意向合作方控股子公

ざ情況及履釣能力、恙体姪菅情況和有

旨林等察合情況邊行比較。

)菅立牧入      、

旬合作方 2020年菅立 Ll■ 入 10000万

ス上的得 6分 ,

Ю年菅立牧入 8000万 (合 )-10000

3分 ,

Ю年菅立 Ll■ 入 6000万 (合 )-8000万

か,

Ю年菅立牧入 4000万 (合 )-6000万

か。

頃最高得分 6分 ;需提供 2020年度財

授告作力相美江明材料。

2)実験注般資本

向合作方実験注研資本 6000万 (合 )

得5分 ,

数注船資本 4000万 (合 )-6000万 的

数注冊資本 2000万 (合 )-4000万 的

項最高得分 5分 ;需提供聡資扱告作カ

明材料。

3)所有者収益

向合作方所有杖益 10000万 以上的得 5

有収益 8000万 (合 )-10000万的得 3

有収益 6000万 (合 )-8000万 的得 2

有枚益 4000万 (合 )-6000万 的得 1

項最高得分 5分 ;需提供 2020年度財

扱告作力相美江

-12-



六、合同版本

洋几本方集附件 《湛江奥体中′い合作退菅合同》。

七、有美悦明

本方実的重人事項及其セ披露内容、資格条件、汗常林

准及合同版本等,力 交投集困妥善実施湛江奥体中′む合作近

菅招商工作,芦格通辻公升市場方式招逃有実力、有資源、

有変詮的仇反近菅合作方,井力致力格湛江奥体中′む及周辺

打造咸力専西地区集込劫、旅落、休困、殉物、娯示カー体

的体育休困地,最具規模的高水平体育界事中′せ,高反量大

型活功会晨中′き,井 已履行相美決策程序,由此声生的相美

責任由交投集困承担。

附件:《湛江奥体中′き合作近菅合同》

湛江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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