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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报告相关问询事项的法律意见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引  言)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的依据 

本所接受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锆业”或“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358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第 13项涉及的有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 

二、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及本所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依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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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发表意见。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已得到东方锆业如下保证：东方锆业已向

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或者口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名和盖章是真实、有效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

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均不存在虚假内容和重大遗漏。 

(三)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直接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采信东方锆业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文件或陈述并据以发表法律意见。 

(四)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东方锆业答复《问询函》之用途，

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正  文) 

《问询函》第 13 项：“报告期内，你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未办妥

产权证书，请补充说明目前的办理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请律师

发表专业意见。” 

一、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房屋 

就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明的土地、房屋情况，本所律师实地查看了东方锆业

及其境内子公司的相关资产，查阅了公司 2017 年年报，并取得了公司出具的书

面说明。公司向本所律师确认：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东方锆业及其境内子

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境内土地、房屋情况为①： 

(一)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序号 使用人 座落 土地面积 实际用途 

1 
东方锆业盐鸿

分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盐鸿

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 
约 10.4 亩 厂房及配套 

2 
东方锆业乐昌

分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坪石

镇石灰冲 
约 38.8 亩 生活配套设施 

                                                             
①本所律师基于公司的书面说明是按照诚实和信用原则作出，从而采信该书面说明的内容，并以此作为本

法律意见相关事实根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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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 

序号 使用人 座落 建筑面积(㎡) 用途 
取得 

方式 

1 

东方锆业盐

鸿分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

区盐鸿镇顶洋路北

东方锆业园 

15,058.00 
办公大楼、仓

库 
自建 

2 372.00 维修车间 自建 

3 3,080.00 生产车间 自建 

4 553.00 生产车间 自建 

5 

东方锆业乐

昌分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

市坪石镇石灰冲(乐

昌分公司生活区) 

879.42 员工宿舍 购置 

6 1,800.00 员工宿舍 购置 

7 1,200.00 员工宿舍 购置 

8 1,200.00 员工宿舍 购置 

9 2,408.47 员工宿舍 购置 

10 720.00 员工宿舍 购置 

11 1,200.00 员工宿舍 购置 

12 东方锆业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

区东里镇(原中国锆

城内) 

2,727.53 生产车间 自建 

13 耒阳东锆新

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耒阳东

锆”) 

湖南省耒阳市灶市

办事处沙头居委会

(耒中水电站旁) 

1,355.82 办公 自建 

14 3,795.53 生产车间 自建 

15 233.63 仓库 自建 

二、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原因及办理进展 

(一)澄海区盐鸿镇相关土地、房屋 

经本所律师查阅东方锆业提供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书》、《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土地出让金缴纳凭证，实地走访汕头市澄海区国土资源局，并根

据东方锆业出具的书面说明，东方锆业原计划通过参与土地招拍挂方式取得澄海

区盐鸿镇上社地块，面积约为 83.4 亩，且已经在 2006 年至 2007 年期间向上社

经济联合社先行垫付征地补偿款，后因用地指标限制，东方锆业于 2008 年 10

月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 48,680.80 ㎡(约 73 亩)。因东方锆业已经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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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补偿款，剩余约 10.4 亩土地(即上表第 1 项未办证土地)实际一直由东方锆

业盐鸿分公司使用。上表第 1-4 项未办证房屋系公司按照原计划的约 83.4 亩建

设用地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因公司实际拿地面积小于计划面积，容积率等

指标不符合政府规划要求，因此无法办理权属证书。 

经本所律师查阅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3年 9月 16日下发的《广东省国土

资源厅关于汕头市澄海区 2012 年度第八批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粤国土资(建)

字〔2013〕859 号)和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公示的《征收

土地公告》(汕澄府〔2014〕19 号)，实地走访汕头市澄海区国土资源局，并根

据公司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剩余约 10.4 亩土地已经征收为

国有建设用地。对于上述澄海区盐鸿镇未能取得产权证书的土地和房屋，东方锆

业向本所律师确认：待土地管理部门正式启动上述约 10.4 亩土地的招拍挂程序

时，公司将参与土地竞拍，在取得剩余地块的使用权后，公司将尽快补办相关房

屋的产权证书。 

(二)乐昌市坪石镇相关土地、房屋 

经本所律师查阅东方锆业提供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房屋转让协议、乐昌市坪

石镇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见证书，实地走访东方锆业乐昌分公司，并根据东方锆业

出具的书面说明，上表第 2 项未办证土地系第 5-11 项未办证房屋所座落土地以

及延伸至生产厂房之间的空地，第 5-11 项未办证房屋系东方锆业乐昌分公司于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通过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陆续取得，目前用作员工宿舍。

经本所律师实地走访乐昌市国土资源局并经东方锆业确认，因公司受让前，该等

房屋系石灰冲原水泥厂生活区的烂尾工程，所占土地的用地审批手续不完善，故

未能办理房产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凭证和书面说明，因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先行垫付征

地费用，上表第 2项土地已由其实际使用。经实地走访乐昌市国土资源局并根据

公司的说明，公司计划就上述土地、房屋的用地手续和确权登记问题与乐昌市人

民政府进行沟通，在该土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参与该土地的招拍挂程序，

并在取得该地块使用权后，与当地政府协商处理相关房屋的办证事宜。 



 

5 

(三)澄海区东里镇相关房屋 

经核查，东方锆业已经取得上表第 12 项未办证房屋所坐落土地的使用权，

该房屋已经依法履行建设投资项目备案手续和建设项目环评手续，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于 2015年 3月 18日办理完毕竣工验收备

案手续。根据公司的说明，该房屋目前系有偿提供给中核(汕头)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使用，公司将在该地块所有建设项目完成后统一办理相关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 

(四)耒阳市灶市办事处相关房屋 

经核查东方锆业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

等相关资料，并根据东方锆业出具的书面说明，耒阳东锆已于 2013 年 9 月取得

上表第 13项至第 15项未办证房屋所座落土地的使用权，该等房屋因报建手续不

完整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本所律师实地走访了耒阳市国土资源局灶市分局，分局

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房屋的报建手续可以与政府部门沟通补办。根据东方锆业出具

的书面说明，耒阳东锆计划在后续建设工程完工后统一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三、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一)东方锆业盐鸿分公司尚未取得座落在澄海区盐鸿镇的约 10.4 亩土地以

及建筑面积约 19,063.00㎡房屋的产权证书。若东方锆业盐鸿分公司能通过参与

土地招拍挂方式取得上述约 10.4亩土地的使用权，并补办相关房屋的报建手续，

则取得相应土地、房屋的权属证书不会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东方锆业乐昌分公司尚未取得座落在乐昌市坪石镇的约 38.8 亩土地以

及建筑面积约 9,407.89 ㎡房屋的产权证书。在该土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后，

若东方锆业乐昌分公司能通过参与土地招拍挂方式取得相关土地的使用权，并补

办相关房屋的报建手续，则取得相应土地、房屋的权属证书不会存在实质性法律

障碍。 

(三)东方锆业建设的座落在澄海区东里镇的建筑面积约 2,727.53 ㎡的房屋

尚未取得产权证书，但鉴于公司已经合法取得该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在该房

屋建造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相关报建手续，并已经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工作，根据《不



 

6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具备向不动产登记管理部

门申请办理该房屋产权登记的相关条件。 

(四)耒阳东锆尚未取得座落在耒阳市灶市办事处的建筑面积约 5,384.98 ㎡

房屋的产权证书。若耒阳东锆能补办相应房屋的报建手续，则取得该等房屋的权

属证书不会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经本所律师和本所负责人签名，加盖本所印章，并签署日期后生

效。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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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是本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报告相关

问询事项的法律意见》的签署页)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签字律师：                    

                             李彩霞 

负责人：                                签字律师：                   

             程  秉                                    于  鹏 

二〇一八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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