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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17-024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收购全资子公司海利株洲部分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产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拟收购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株洲”）

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产，收购补偿费总金额为人民币16880万元（大写：壹亿陆仟

捌佰捌拾万元整）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经营

层签署相关协议并组织实施。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标的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为：座落在株洲市石峰区霞湾（权利证号：株国用[2001]字第

A-110号；权利人：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出让，使用权面积78458.29

平方米）和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权利证号：湘国用[2012]第366号；权利人：湖

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出让，使用权面积37774.87平方米）两宗工业用地

（扣除了倒班宿舍B栋占用土地402.89平方米），共计116233.16平米土地使用权及

相关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不可搬迁机器设备、构筑物及辅助设

备、管道沟槽、园林绿化苗木、可搬迁机器设备搬迁费、设备清洗费、产品，材料

搬迁费用）。 

（二）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甲方）同意收购湖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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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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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位于株洲市石峰区铜霞路46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其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株国用（2001）字第A-110号，土地证面积为78458.29平

方米；湘国用（2012）第366号，土地证面积为38177.76平方米（该宗地有402.89

平方米土地未列入此次收储范围），收购总面积为116233.16平方米。收购地块内的

建筑物、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状况见甲、乙双方签字认同的《企业资产评估调查明

细表》。 

1、本次征收补偿的范围：海利株洲总面积为116233.1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相

关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不可搬迁机器设备、构筑物及辅助设备、

管道沟槽、园林绿化苗木、可搬迁机器设备搬迁费、设备清洗费、产品，材料搬迁

费用）。 

2、甲方补偿给乙方收购地块的收购补偿费168800000元（大写：壹亿陆仟捌佰

捌拾万元整）。 

3、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6条规定，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

相关协议并组织实施。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盘活闲置和存量土地，规范土地交易行为和土地市场的统一

管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拟定和执行土地收购储备、前期开发供应计划：承担土

地收购、收回、置换、储备及整理，开发利用和划拨、出让等具体工作；负责土地

储备资金的筹措、使用、管理、负责土地储备中的协议洽谈、费用测算；负责管理

储备土地，发布储备土地信息；负责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管理和地籍测绘、工程测

量等工作。 

法定代表人：刘红波（事业单位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204MB0Q64884L） 

住所：建设北路四季天伦酒店十六楼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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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33,142,207.00元，账面净值22,008,448.79元，为座落在

株洲市石峰区霞湾和株洲市石峰区两宗工业用地，共计116233.16平米土地使用权

（扣除了倒班宿舍B栋占用土地402.89平方米）。 

2、房屋建筑物及房屋装修费 

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41,872,941.68元，账面净值25,638,308.52元，为分布在

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厂区的生产及配套用房，共计88项，建筑面积合计

40331.56平方米。 

房屋装修费用为厂区内已装修厂房及办公用房内的装修补偿费用。 

3、构筑物、管道沟槽和邻仲车间管道 

构筑物账面原值22,518,765.01元，账面净值15,795,653.95元，为分布在湖南

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厂区的花坛、道路、水池及部分设备基础，共计526项。 

管道沟槽主要为厂区内的污水管及配套的沟槽工程，共计9项。 

邻仲车间管道为专业管道工程，账面原值70,069,629.31元，账面净值

43,461,033.64元，包括循环水管、保温热油管、工业水管、室内除尘器水管、保

温冰盐水管道和盐渣循环水管等，工程项目共计110项。 

4、园林绿化苗木 

园林绿化苗木资产主要为树木，共2140棵，均分布在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厂区。其中：乔木主要有玉兰树、桂花树、香樟树等，灌木主要有金叶女贞

球、四季青球、罗汉松球等。园林绿化苗木资产无账面值。 

5、不可搬迁设备 

不可搬迁设备账面原值29,211,491.29元，账面净值3,374,586.96元，主要为

生产线专用设备，包括蒸汽锅炉、初馏液槽、截止阀、除尘器、软水器、反应釜等，

共计1096项。 

6、可搬迁机器设备和其他设备 

可搬迁机器设备包括通风机、进料槽、冰机、循环水泵、氨气液分离器、回收

罐、配电柜等设备，共计1119项；可搬迁其他设备包括办公设备、检测设备和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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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共计431项。 

7、设备清洗费用 

为顺利做好绿色关停工作，保证不发生安全、环保事故，需对涉及的机器设备

进行清洗后保证无残留、无毒害，才能顺利关停，因此需要对机器设备进行清洗，

相关费用由收储方补偿。 

8、存货搬迁费用 

存货搬迁费，主要有基准日厂区涉及的存货搬运费用，其中存货包括苯酚、丁

烯、二甲苯、乙二醇单甲醚-MOE、甲基氯丙烯-MAC、生物燃料碳棒、呋喃酚、邻仲

丁基酚、邻异等，总计2,770.38吨。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评

估基准日：2017年3月31日；价值类型：市场价值；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并出

具了《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拟收储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土地使用

权所涉及的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产项目评估报告》

（鹏信咨询字[2017]第F1200号）。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年3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不可搬迁资产价值 11,027.80 14,839.33 3,811.53 34.56 

1、土地使用权 2,200.84 5,836.36 3,635.51 165.19 

2、房屋建筑物 2,563.83 5,720.45 3,156.62 123.12 

3、不可搬迁机器设备 337.46 1,376.54 1,039.08 307.91 

4、 构筑物及辅助设备 1,579.57 1,421.89 -157.67 -9.98 

5 管道沟槽 4,346.10 322.46 -4,023.64 -92.58 

6、园林绿化苗木  161.64 161.64  

二、可搬迁资产搬迁费用价值  2,040.67 2,040.67  

1、可搬迁机器设备搬迁费  1,832.02 1,832.02  

2 、机器设备清洗费  200.00 200.00  

3、产品，材料搬迁费  8.65 8.65  

合计 11,027.80 16,880.00 5,852.20 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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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不可搬迁资产账面值11,027.80万元、不可搬迁

资产评估值为14,839.33万元，增值额为3,811.53万元，增值率为34.56%；可搬迁

资产搬迁费用评估值为2,040.67万元；评估值合计为16,880.00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征收部门：（以下简称甲方）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 

被征收人：（以下简称乙方）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鉴证方：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指挥部 

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协调指挥部 

（二）乙方对收购地块现状的陈述及土地权利瑕疵的承诺 

第六条  乙方应当就收购地块现状向甲方作出以下如实陈述： 

（一）乙方以 出让 方式合法拥有收购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收购地块上房屋

所有权，该使用权和所有权均以甲、乙双方签字认可的权属登记为准； 

（二）乙方合法拥有收购地块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权； 

（三）乙方对收购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地上建筑物、其他

附着物的所有权，拥有独占、排他的权利； 

（四）乙方对收购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设置抵押、质押等他项

权利情况如下：   /    

（五）乙方对收购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作为股权投资、出资或

与任何第三方合资、合作、联合、联营等资本运作的投资情况如下：   /    

第七条  乙方对土地权利瑕疵的承诺 

（一）收购地块现有瑕疵及处理办法： 

1、住户：收购地块内现有 /  户住户，房屋建筑面积约为  / 平方米，自本

合同生效之日起  /  日内，乙方应承担所有费用并负责补偿安置、动迁腾退全部

住户，并提供住户清退完毕的书面凭证； 

2、租赁：收购地块内现有  /  户租户，房屋建筑面积约为  /  平方米，自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  日内，乙方应承担所有费用并负责补偿安置、动迁腾退全

部租赁户，提供租赁户清退完毕的书面凭证，经甲、乙双方认同签字。 

3、员工：乙方现有员工 450 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80 日内，乙方负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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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行政欠费及职工安置等所有费用，乙方负责制定员工安置方案和签署解除劳动关

系协议。 

4、其他瑕疵及处理办法：   /    

（二）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办结注销（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和注销房屋所

有权登记并将收购地块交付甲方占有之日止，若收购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

有权被第三人主张占有或非法侵占，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甲方对本合同所应享有的

权利无法实现，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与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承诺在本合同

约定的收购地块交付期限截止之前，将所涉土地权利瑕疵予以全部清除； 

（三）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办结注销（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和注销房屋所

有权登记并将收购地块交付甲方占有之日止，若收购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

有权被司法、行政等国家机关采取财产保全、强制执行措施，无论何种原因，导致

甲方对本合同所应享有的权利无法实现，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与法律责任均由乙

方承担，乙方承诺在本合同约定的收购地块交付期限截止之前，将所涉土地权利瑕

疵予以全部清除； 

（三）收购地块补偿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第八条  根据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协调指挥部《关于拟储备土

地收储成本的复函》，甲方补偿给乙方收购地块的收购补偿费 168800000 元（大写：

壹亿陆仟捌佰捌拾万元整）。 

上述收购补偿费的构成为： 

本合同第三条、第四条所列所有收储项目的全部补偿费。 

除此之外，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性质的补偿费用。 

第九条 甲、乙双方同意下列全部事项的完成为甲方付款完毕的前提条件： 

（一）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将收购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其他

有关的权属证明文件的原件以及申请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或注销）登记所需的全部

权属证明及资料交付甲方。具体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未在下列表述中明确说明为复

印件的，均应提供原件） 

1、收购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收购地块内所有房屋的所有权证（包括已损毁但未注销的）； 

3、土地、房产、发证档案（由业主到国土和房产部门查档后提供）； 

4、收储申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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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拟收储地块现场测量范围图与周边相邻单位地籍调查图，国土部门测量出

具。 

6、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7、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土地收购的决议； 

8、法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 

9、工商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0、1:500 地形图 4 张(套)； 

11、土地类型属出让地块的应提供出让合同及缴纳有关税、费收据复印件、解

除出让合同申请等； 

12、存在抵押状况的应由抵押权人出具同意土地资产变现的证明文件； 

13、办理土地权属注销（变更）登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二）乙方应在收到第一期收购补偿费后 7 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办理注销（变

更）土地使用权登记和注销房屋所有权登记。 

（三）乙方完成本合同第七条第（一）、（二）、（三）项中现有瑕疵及付款前负

责处理的事项。 

第十条  收购补偿支付的方式和期限为： 

（一）本合同生效且符合本合同第九条第（一）款付款的全部条件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以定金方式支付第一期收购补偿费，付款金额为收购补偿

费总额的 10%，即人民币 1688万元。 

（二）本合同生效且符合本合同第九条第（二）款付款的全部条件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收购补偿费，付款金额为收购补偿费总额的

40%，即人民币 6752 万元。 

（三）本合同生效且符合本合同全部付款条件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

付第三期收购补偿费，付款金额为收购补偿费总额的 30%，即人民币 5064万元； 

（四）自乙方全部关停搬迁并交付甲方土地及地面资产之日起 1 个月内，若无

任何遗留问题，并无破坏市人民政府的规划范围内工业遗址的作为，在期满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第四期收购补偿费，付款金额为收购补偿费总额的 20%，

即人民币 3376 万元。同时，由甲方会同鉴证方对乙方交厂进行验收、审核，并由

市指挥部依据《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关停搬迁奖补办法》（株政办函【2016】66号）

的时间节点要求拨付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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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实施方案》（湘政办发【2016】26号）和《株洲市2017年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

套改革工作计划》等文件精神，海利株洲作为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企业，按照

整体关停退出安排，遵照公司第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已于2017年6月30日实施

全面关停。 

本次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收购海利株洲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

产后，海利株洲仍有部分剩余资产待处置，该剩余资产的处置对公司的影响目前无

法估计。另外，海利株洲停产退出后员工安置补偿费用等尚未最终确定，对公司全

年业绩的影响目前尚无法估算，最终金额以经审计后数据为准。 

海利株洲停产退出事宜相关进展或变化，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二）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鹏信咨询字[2017]第

F1200号）《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拟收储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土

地使用权所涉及的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产项目评

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