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980              证券简称： 北矿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6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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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矿冶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称“矿冶集团”）转让部分房地资产，转让价格为 1,796.76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发生的关联交易为：一是公司与矿冶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801.48万元；二是矿冶集团拟以现金认购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认购金额为19,033.06万元（尚需中国证监

会核准），上述关联交易均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及披露程序，除此之外与同一关

联人未发生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亦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

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需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796.76

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该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各方根据相关资产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资产过户登记 

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2号院内房地资产，包括《不动产权证》（证

号京央（2018）市不动产权第0010303号）证载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两幢房



产。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出具的编号为中瑞评报字[2020]第000141号《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

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本次评估采用房地分估、合并计算的方法，

其中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法。截

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公司拟转让的房地产账面价值466.24万元，评估

价值（含税价）1,796.76万元，增值1,330.52万元。双方确定交易总价款与评估值

一致，即1,796.76万元，已于2020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署了《房地产转让协议》。 

交易对方矿冶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均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及披露

程序，除此之外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亦

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需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1,796.76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该关联

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矿冶集团持有公司 39.23%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晓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外文兴街 1 号 

成立日期：2000 年 5 月 19 日。1999 年作为 12 个重点院所之一，转制为中

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于 2000 年 5 月 19 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名北京矿

冶研究总院，2017 年 12 月更名为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 4 月更名

为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稀土、贵金属及合金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植



物胶、机械、电子、环保工程、自动化技术、节能工程、资源评价及测试技术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工业及民用设计；

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化工石油管道、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及配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技术开发、生产

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汽车(含小轿车)销售；实业投

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设施租赁；装修装饰；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

利用自办杂志发布广告；工程晒图、摄像服务；承包境外冶金(矿山、黄金冶炼)、

市政公用及建筑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生产经营瓜尔胶食品添加

剂、复配食品添加剂、复配瓜尔胶增稠剂；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矿冶》、《热喷涂技术》、《中国无机分析化学》、《有色金属(矿山部

分)》、《有色金属(冶炼部分)》、《有色金属(选矿部分)》、《有色金属工程》

的出版(限本公司内设机构期刊编辑部出版,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984,258.98 万元，净资产 665,073.09 万元；2019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409,323.97 万元、净利润 41,861.09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名称：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地资产 

交易标的类别：实物类资产 

此次交易标的为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 22 号院内房地资产，包括《不动

产权证》（证号京央（2018）市不动产权第 0010303 号）证载的一宗国有土地使

用权和两幢房产。其中：土地使用权是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工业用地，房产种

类是公司生产厂房、库房及风机房。 

2.权属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合法拥有，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交

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0]第 000141 号），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①评估对象：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的价值。 

②评估范围：为《不动产权证》（证号京央（2018）市不动产权第 0010303

号）证载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两幢房产。其中：房屋账面原值 4,029,573.00

元，账面净值 1,470,680.30 元，建筑面积 2335.2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

6,421,504.26 元，账面净值 3,191,685.99 元，土地面积 11,764.80 平方米。 

③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④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⑤评估方法：本次采用房地分估，合并计算，其中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

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法。 

⑥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房地产账面价值 466.24 万元，评估价值（含税价）1,796.76 万元，增值

1,330.52 万元，增值率 285.37%。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方法 

1.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2.本次关联交易采用评估定价 

根据《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

字[2020]第 000141 号），本次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采用房地分估、合并计算的

方法，其中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

法。以上评估均以交易和公开市场假设为前提，评估结论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

账面价值 466.24 万元，评估价值（含税价）1,796.76 万元，增值额 1,330.52 万元，

增值率 285.37%。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产权持有单位：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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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房屋建筑物 147.07 228.51 81.44 55.37 

2 土地使用权 319.17 1,568.25 1,249.08 391.35 

 合计 466.24 1,796.76 1,330.52 285.37 

3.评估增减值分析  

（1）房屋建筑物增值额 81.44 万元，增值率 55.37%；主要原因： 

①房屋建筑物于上个世纪 1995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成年代时较早，已有

约 25 年时间，二十年来建筑材料、人工费涨较大。 

②企业采用的折旧年限短于房屋建筑类资产经济使用年限所致。 

（2）土地使用权增值额 1,249.08 万元，增值率 391.35%；增值主要原因： 

①被评估单位购置的土地时间较早，当时土地成交价较低； 

②近十多年来北京城市发展较快，其宗地周边投资环境有很大的改善，以及

北京市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有所增长。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

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转让方）：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房地产概况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房地产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2 号院内，《不

动产权证》证号为：京央（2018）市不动产权第 0010303 号，证载国有土地使用

权面积 11764.80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2043 年 12 月 17 日，证载房屋建筑 2 栋、

建筑面积共计 2335.23 平方米。 

2. 转让价格 

依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0]第 000141 号），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房地产评估价值为 1,796.76 万元（含税价）。 

甲乙双方确定该房地产转让价格与评估价值一致，即人民币壹仟柒佰玖拾陆



万柒仟陆佰元整（￥17967600.00 元）。 

3. 价款支付 

在本协议签订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10000000.00 元）。 

在该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

转让价款，即人民币柒佰玖拾陆万柒仟陆佰元整（￥7967600.00 元），同时甲方

需向乙方提供全额房地产转让发票。 

4. 房地产交付与转移登记 

乙方向甲方支付房地产转让款 1000 万元后，双方相互配合办理房地产交付

手续。 

5. 税费承担 

与房地产转让有关的增值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费，由甲乙双方依法承

担。 

6. 承诺与保证 

（1）甲方承诺与保证： 

① 甲方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甲方将依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履行本协议的内部审批程序； 

② 甲方依法享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房地产未被设定抵押，不存在

被查封等权利限制措施； 

③ 甲方将积极履行本协议，依据协议约定为乙方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 

（2）乙方承诺与保证： 

① 乙方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有权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② 乙方将积极履行本协议，依据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价款。 

7.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致使对方遭受损害的，应向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8. 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公司董事会对交易对方支付能力及该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的判断

和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转让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矿冶集团，财务状

况良好，具备转让款项的支付能力，该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可控。 

五、涉及资产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后，矿冶集团不涉及

公司的经营业务，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本次资产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或其他项目开支。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聚焦主营业务发展，根

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拟将其转让给矿冶集团。 

本次转让的资产价格经双方协商按评估价格确定，交易合规、价格公允，不

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并有利于

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

响。 

本次交易预计产生 994.40 万元的资产转让收益。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 7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2 名关联董事回避，有表决权的 7 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2、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5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3、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认为本次

公司转让部分资产表决程序合法，交易合规、价格公允，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4、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尚需国管局备案。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控股股东矿

冶集团拟以现金方式参与认购，构成关联交易，认购金额为 19,033.06 万元（尚

需中国证监会核准）。上述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登载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矿科技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国家出资企业批准及公司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方可实施。 

除此之外，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矿冶集团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