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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置土地及其附着物的进展公告 

  

 风险提示：本次签署《电子成交确认书》、《拍卖资产交割协议》后，公

司全资子公司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将尽快办理标的物的权属变更

手续，但相关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事项概述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于 2020

年 9月 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

拟购置土地及其附着物》的预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荣信稀贵”）以 2955 万元的预估价收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罗

平县支行（以下简称“罗平农发行”）约 75 亩商业用地及房屋建筑物/存留机器

设备等附着物。该事项已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

情况参见 2020年 9 月 9日、2020年 9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关于

全资子公司拟购置土地及其附着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0-082）。 

二、交易事项进展情况 

2020 年 9月 25 日，荣信稀贵通过云南泰运拍卖有限公司以 2955 万元的价格

竞得了上述土地及附着物。2020 年 10 月 28 日，荣信稀贵分别与云南泰运拍卖

有限公司、罗平农发行签署了《电子成交确认书》、《拍卖资产交割协议》。 

(一)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信稀贵本次拍卖的资产位于曲靖市罗平县青草塘 324国道旁，目前土地、

房屋等不动产仍登记在罗平丰瑞名下，具体资产为： 

1、国有土地使用权两宗，总面积为 50025.60 平方米（约 75 亩），出让商

业用地，证号为罗国用（2006）第 113号、罗国用（2006）第 114号，土地使用

权终止日期为 2046 年 5月 15日。 

罗国用（2006）第 113号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人 云南罗平丰瑞粮油产业有限公司 

坐落 罗雄镇青草塘 324 国道边 

地号 101-0C-000-804 

地类（用途） 商业用地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止日期 2046年 5月 15日 

使用权面积 37993.5㎡ 其中 
独用面积 37993.5㎡ 

分摊面积 / 

发证日期 2006年 5月 15日 

抵押查封 抵押登记未解除 

 

罗国用（2006）第 114号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人 云南罗平丰瑞粮油产业有限公司 

坐落 罗雄镇青草塘 324 国道边 

地号 101-0E-000-70 

地类（用途） 商业用地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止日期 2046年 5月 15日 

使用权面积 12032.1㎡ 其中 
独用面积 12032.1㎡ 

分摊面积 / 

发证日期 2006年 5月 15日 

抵押查封 抵押登记未解除 

 

2、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其中房屋23项，总建筑面积11125.17



平方米。 

本次拍卖房屋资产中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计 5项，其登记状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抵押查封 

1 

罗平丰瑞 
罗雄镇青草

塘324国道边 

012586 3292.91㎡ 

抵押未解

除，无查

封 

2 012587 1988.46㎡ 

3 012588 2506.49㎡ 

4 012589 693.76㎡ 

5 012590 179.46㎡ 

以及位于 113号土地上的粕库及收购大棚和值班室、位于 114号土地上的职

工宿舍 6项及值班室。 

3、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15项（含绿化树木 6项）。 

4、机器设备共 9 大项。本次拍卖的机器设备共计 167 项，分别为圆筒仓、

提升机等菜籽油加工相关的机器设备。 

（二）本次签署的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四条  本次拍卖的资产及成交价格 

4.1 本次交割的资产为拍卖时资产现状。 

4.2 本次拍卖起拍价依据为昆明正序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最终成交价与起拍价一致，成交价为：  2955万元 （大写：

贰仟玖佰伍拾伍万元整）  。 

第五条 资产交割 

5.1 乙方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前向甲方支付拍卖成交价款的 70%（含乙方已

经缴纳的保证金 300 万元），甲方自收到该笔款项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发起办理

不动产变更登记。乙方于 2020 年 11 月 30 前向甲方支付剩余款项，甲方承诺自

收到该笔款项之日起 30 日内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自乙方收到本协

议第 3.2、3.3 条项下的不动产权证之日起 3 日内，双方完成资产交付，以乙方

在资产交割确认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为交付日。 

5.2 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由甲方具体承办，并领取不动产权证，乙方配合。 

5.3 甲方提前通知乙方备齐办证所需全部材料以及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证

的具体时间；双方应当提前准备好办理所需全部证明材料以及税费费用，按登记

部门要求缴纳。 

第六条  支付方式 

6.1 支付方式 



乙方按约定将拍卖成交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6.2 发票开具 

甲方须在完成资产交割后 10 日内，按法定税率向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按资产类别：如土地、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不同税率可分开开票也可以开

在同一张发票上） 

第七条 税费承担 

鉴于本次拍卖的资产权属仍登记于罗平丰瑞名下，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可能

产生两次税费。双方确认，第一次税费由甲方承担，即从罗平丰瑞名下变更登记

至甲方名下的全部税费由甲方承担；第二次税款依据税法规定各自承担，即从甲

方名下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的税款各自承担。除不动产登记部门收取的税费，产

生的其他费用由各自承担。 

第八条  双方陈述、保证与承诺 

8.1 甲方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 

8.1.1 甲方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保证拥有签订本协议以及履行

本协议项下义务的所有权利和授权。 

8.1.2 甲方保证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a）导致违反甲方的组织文件的任何

规定；（b）导致违反以甲方为一方当事人、对其有约束力或对其任何资产有约

束力的任何协议或文件的任何条款或规定，或构成该等协议或文件项下的违约；

（c）导致违反任何适用于甲方的法律。 

8.1.3 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的签署所进行的谈判和协商过程中，甲方向乙方

提供的所有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故意隐

瞒。甲方承诺其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约定。 

8.1.4 甲方对标的资产拥有完整的权利，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甲方已获得有

效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有权签署本协议并拍卖标的资产；标的资产不

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除土地、房屋抵押给甲方外其他被抵押、质押、冻结、司

法查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情形。同时，保证上述状况持续至交割日，并

保证乙方于交割日将享有作为标的资产所有者依法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标的资产的权利）；标的资产并不会因中国法

律或第三人的权利主张而被没收或扣押，未被查封、冻结或设置担保权利，亦不

存在其他法律纠纷或潜在法律纠纷。 

8.1.5 甲方在交割日之前确保标的资产保持良好状态，对标的资产的使用是



合法的，除本协议第 7条约定，乙方承担所有权变更登记的税费外并不需要补交

任何税费，且并不存在任何未正式向乙方披露的因甲方在交割日前对标的资产的

使用而需要乙方承担或履行的义务或责任。 

8.1.6 标的资产交割后乙方能够持续有效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标的资

产，不会因交割日前的原因导致需要乙方承担或履行的义务或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土地被收回、被行政处罚、被处以罚金等）。 

8.1.7 与标的资产有关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规划资料、与房屋建筑物

的规划、建设有关的资料、设备购买的资料等，如果有）随同标的资产的交割一

同转移乙方。 

8.2 乙方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 

8.2.1 乙方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有权

签订并履行本协议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8.2.2 乙方保证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a）导致违反乙方的组织文件的任何

规定；（b）导致违反以乙方为一方当事人、对其有约束力或对其任何资产有约

束力的任何协议或文件的任何条款或规定，或构成该等协议或文件项下的违约；

（c）导致违反任何适用于乙方的法律。 

8.2.3 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的签署所进行的谈判和协商过程中，乙方向甲方

提供的所有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故意隐

瞒。甲方承诺其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约定。 

第九条  双方责任 

9.1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所作

出的承诺与保证失实或严重不符，则该方应被视作为违反本协议。 

9.2 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因甲方未履行约定的义务，导致不能进入第二阶

段办证，乙方有权全部或部分解除本合同。本合同因此全部解除的，甲方应于协

议解除之日起 10日内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价款，并承担拍卖成交价 10%违约金；

本合同部分解除的，乙方仅支付未解除部分资产对应的合同价款，其余部分甲方

应返还乙方。 

9.3 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因乙方未履行第七条约定的义务，导致无法办理

变更登记的，乙方除承担本次拍卖成交价 10%的违约金，还应承担本次拍卖佣金

以及补足再次拍卖不足本次拍卖价部分，且保证金不予退还，或者乙方承担上述

违约责任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协议。 



9.4 本次拍卖的标的资产以拍卖时的现状交割。 

9.5 标的资产中的土地可能存在闲置开发的情形，交割后出现本协议项下土

地被行政机关收回等情形导致本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乙方有权全部或部分解除

本合同。本合同因此全部解除的，甲方应将乙方已经支付的价款全部返还乙方；

本合同部分解除的，乙方仅支付未解除部分资产对应的合同价款，其余部分甲方

应返还乙方。 

9.6 乙方未按约履行第六条约定义务的，构成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

本协议第 9.3条约定的违约责任。 

9.7 经甲方通知，乙方逾期未协助办证；经催告，仍然未予以配合的，乙方

构成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本协议第 9.3条的违约责任。 

9.8 若甲方逾期未发起办证程序的，经乙方催告，仍拒绝办理的，甲方构成

本协议第 5.1、5.2 条的违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本协议第 9、2条的违约

责任。 

9.9 非因甲方原因在约定期限内不能办理变更登记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

任；经乙方催告超过 60 日仍未完成变更登记的，乙方有权解除协议，甲方返还

全部拍卖成交款。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依托上市公司平台将所购土地由荣信稀贵用于开展绿色产品加工及

物流服务项目，逐步实现公司专业化下有限多元的产业布局，努力实现流通、实

业的战略协同和联动发展。通过收购土地注入公司，也将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

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增强抗风险能力。 

四、备查文件  

1．《电子成交确认书》；  

2．《拍卖资产交割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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