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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76         股票简称： 交运股份         编号：临 2020-001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收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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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协议约定，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收储补偿款由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

公司、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共同

取得。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取得收储补偿款合计 27,426,782 元，根据

收储进度无法在 2019 年度确认相关收益，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本次收储基本情况概述 

根据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沪规土资综[2010]412号文件

《关于同意徐汇区土地储备规划（2010—2012）并下达 2010 年土地

储备计划的批复》及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发改城[2018]5 号文

件《关于徐汇滨江区先行实施储备项目主体调整的批复》相关精神，

位于龙华中路 525号土地及房屋被纳入政府收储范围。被收储地块龙

华中路 525 号地块，性质：工业用地，用途为停车场；土地面积为

4959.2 平方米，有证建筑面积为 2189平方米；无证建筑面积为 65.97

平方米。 

根据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与上海市徐汇

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的《中东三家里（二期）斜土街道 106 街坊 18/2

丘地块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合同》，被收储的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收

储补偿总价款 95,206,400 元，由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上海市

沪南汽车运输公司共同取得。其中，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取得被

收储无证建筑部分价值补偿、附属设施价值、停产停业损失、协议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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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奖等合计 27,426,782 元，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取得被收储土

地部分价值补偿、被收储有证建筑部分价值补偿等合计为 67,779,618

元。 

本次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收储的交易对方 

上海市徐汇区土地储备中心为本次收储项目主体，上海徐汇滨江

开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为项目收储实施单位。 

 三、本次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位于龙华中路 525 号土地及房屋被纳

入政府收储范围。由于 2010 年世博会因素需开辟新道路，2008 年将

原中山南二路 557号场地分割（中山南二路 557 号：产证编号：沪国

用（徐汇）字第 003367 号，土地面积：21473 平方米，房屋面积：

529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途为停车场），因此形成了现龙华

中路 525号场地（龙华中路与枫林路交界处），土地面积为 4959.2 平

方米，有证建筑面积为 2189 平方米；无证建筑面积为 65.97 平方米。 

2、交易标的的资产分配 

被收储的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收储补偿总价款 95,206,400 元，

由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共同取得。交

易标的的资产分配如下： 

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权属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此次收储中

作为资产实际权利人，取得被收储土地部分价值补偿、被收储有证建

筑部分价值补偿等合计为 67,779,618元。 

但是因为原先由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参与奔驰 4S 项目投资，

地上房屋已全部拆除。因滨江整体规划原因，项目始终无法落地。上

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在前期已经投入了相应的设备投资以及经营

性投资等，故此次收储中作为实际使用单位，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

司取得被收储无证建筑部分价值补偿、附属设施价值、停产停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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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约奖等合计 27,426,782 元。 

四、交易标的估价结果 

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价值时点原则、替代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经上海徐汇滨江开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市

沪南汽车运输公司、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共同委托，上海财瑞房

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地块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上海市徐

汇区龙华中路枫林路（斜土街道 106 街坊 18/2 丘）地块收储评估报

告》【评估报告编号：沪财瑞房报（2019）1108 号】，价值时点为 2019

年 9 月 6 日，被收储土地评估价格为：65,528,780 元；有证建筑评

估价格为：2,250,838 元；无证建筑评估价格为：52,969元；附属设

施价值 490,781 元；停产停业损失 6,777,962 元。评估合计为

75,101,330元。 

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作为该地块的生产经营使用方，主要获

得了因筹建奔驰 4S 项目而清退原先租赁户及人员清退造成的房屋动

迁损失，及奔驰 4S 店项目前期投入及预计经营性损失，取得收储无

证建筑面积 65.97 平方米补偿款价值为 52969 元，附属设施价值

490781 元，停产停业损失 6780084元，签约奖励 20102948 元，补偿

总额为 27426782 元，涵盖了因筹建奔驰 4S项目的各项损失情况。 

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被收储是徐汇滨江整体规划的一部分，被收

储土地单价为 881 万元/亩, 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实施细则》规定，由上海市徐汇区土地储备中心及上海徐汇滨江开

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财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龙华

中路 525号被收储地块进行评估。同时，评估公司依据周边市场调研，

同类工厂周边征收土地价格区间在 560-885 万元/亩，无证建筑物单

价每平方米 803元，被征收的土地和房屋评估价格符合市场实际。 

    五、收储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高标准、高品质做好滨江岸线开放利用”

的总体要求，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中东三家里二期旧改项目平地收

尾的总体目标，经征收方多次协商，签订的《中东三家里（二期）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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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街道 106 街坊 18/2 丘地块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合同》主要条款如

下： 

1、签约各方主体 

征收方：  上海市徐汇区土地储备中心（甲方） 

实施方：  上海徐汇滨江开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乙方） 

被征收方：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丙方） 

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丁方） 

2、交易标的土地房屋 

被收储地块坐落于龙华中路 525 号（龙华中路与枫林路交界处），

土地性质：工业用地，用途为停车场；土地面积为 4959.2 平方米，

有证建筑面积为 2189 平方米；无证建筑面积为 65.97 平方米。 

3、收储补偿总价 

被收储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收储补偿总价款 95,206,400 元，具

体包括： 

① 被收储土地部分价值补偿： 

根据上海财瑞房地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土地及地上建筑

物补偿价格为 67,832,587元，其中，土地补偿价格为 65,528,780元，

有证建筑补偿价格为 2,250,838元，无证建筑补偿价格为 52,969元； 

② 其他补偿： 

附属设施、停产停业损失、协议签约奖等一次性补偿为

27,373,813 元，其中，附属设施价值 490,781 元，停产停业损失

6,780,084 元，协议签约奖 20,102,948元。 

4、款项支付 

在本合同签订且乙方收到丙方、丁方敲章确认的相关权属证明

（地下管线、房屋结构图等），以及签订《房屋土地交接书》后一个

月内，乙方向丙方支付本合同 2.1 条所涉补偿款，即人民币

67,779,618元（大写：陆仟柒佰柒拾柒万玖仟陆佰拾捌元整）；乙方

向丁方支付本合同 2.1 条所涉补偿款，即人民币 27,426,782 元（贰

仟柒佰肆拾贰万陆仟柒佰捌拾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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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约定 

5.1 在该地块收购储备过程中，若因丙、丁方在交付该地块前的

原因引起司法机关对该地块对应部分进行查封、冻结，由丙、丁方负

责在其得知相应的查封、冻结裁定或其他法律文书内容限制权利发生

之日起 1个月内予以解决。逾期没有解决的，甲、乙方有权将未支付

的补偿款直接用于解除查封、冻结，本合同继续履行，丙、丁方不得

要求增加补偿款；甲、乙方实际用于解除查封、冻结的支付金额超过

未支付的补偿款金额的，对于超过的部分可以向丙、丁方追偿。 

5.2 甲、乙、丙、丁四方各自缴纳应付的税费，相关税收减免手

续由丙、丁方负责，甲、乙方积极配合办理。 

6、协议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单位

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可由各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予以明确，

签订的补充合同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次收储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龙华中路 525 号地块的收储，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高标准、

高品质做好滨江岸线开放利用”的总体要求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中

东三家里二期旧改项目平地收尾的总体目标，配合和支持该项目实施，

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作为该地块的生产经营使用方，主要获得了因筹建奔驰 4S 项目而清

退原先租赁户及人员清退造成的房屋动迁损失，及奔驰 4S 店项目前

期投入及预计经营性损失，经营性补偿总额为 27426782 元，涵盖了

因筹建奔驰 4S 项目的各项损失情况。目前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该地块作为停车场。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原计划在该地块上筹建

奔驰 4S 店，但由于规划许可等原因奔驰 4S 店并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该地块的收储未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综上，本次征收事项符合公司

发展的需要及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以上所述收储事项，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上海



6 
 

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系该地块实际使用单位，取得的被收储无证建筑

部分价值补偿、附属设施价值、停产停业损失、协议签约奖

27,426,782.00 元,将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相关的无证建筑、

附属设施等目前已无帐面价值。 预计增加公司利润总额

27,426,782.00元。具体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 

 1、《中东三家里（二期）斜土街道 106 街坊 18/2丘地块土地使

用权收购补偿合同》； 

 2、《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枫林路（斜土街道 106 街坊 18/2 丘）

地块收储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编号：沪财瑞房报（2019）1108 号】。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