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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闲置不动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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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简介：公司位于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2 号、6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及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对外进行出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出售的闲置不动产已全部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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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出售闲置不动产事项已经由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东方材料”）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出售部分闲

置不动产的议案》，拟将位于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2号、6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对外进行出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发布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新东方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出售部分闲置不动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2020 年 11 月 16日，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对外出售部分闲

置不动产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本次出售闲置资产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安排相关人员专门负责物色有购买能力的

交易对手方。通过各种考察了解和比较调查，已确定购买方两名，签署了相关交易合同。

本次交易已取得黄岩区当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批准。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本次出售的闲置资产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2号、6号共计

27556.9平方米土地（约 41亩）及房屋（构筑物），2007年 10 月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该

地块原规划用途为三类工业用地，后因城市建设规划变更，将该用地规划调整为二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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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不能用于化工项目的生产建设，与公司主导产品所需的用地性质不相符，从而导致

土地闲置。目前，该地块已取得相应的不动产权证书，并且已建设非化工类项目可使用的

房屋（构筑物）40052.8平方米，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本次交易已确定两名购买方，分别为：（1）浙江海尚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尚塑胶”），拟购买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2 号的不动产产权（工

业用地面积为：15787平方米；厂房 3栋，建筑面积为 17205.7 平方米）。（2）台州市

黄岩神洛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洛塑业”），拟购买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

街道永丰路 6号的不动产产权（工业用地面积为：11769.9平方米；厂房 2栋，建筑面积

为 22847.1平方米）。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一：浙江海尚塑胶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 浙江海尚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68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3579303851X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所属行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企业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双浦村  

经营范围 

塑料浮筒、塑料浮箱、模具研发、制造、销售，钢结构制造，橡胶

制品、五金产品、木制品、地板销售，塑料浮筒租赁服务，货物进

出口和技术进出口，水上浮体工程安装，铝合金制品加工、销售，

泡沫塑料制造、销售（不含国家禁止投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 赵文辉持股 60%，谢荷云持股 40%。 

企业主要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文辉 

董事：谢荷云、谢荷福、吴可人、赵建阳 

监事会主席：龙明凯 

监事：唐焘、王秋平 

关联关系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海尚塑胶及其股东、董监高与东方材料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与公司业务

往来 
无 

（二）交易对方二：台州市黄岩神洛塑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台州市黄岩神洛塑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7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3MA28GJXR8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所属行业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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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新来桥村永丰路 6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批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文具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 向彩萍持股 52%，卢波持股 48%。 

企业主要人员 
执行董事、经理：向彩萍 

监事：卢波 

关联关系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神洛塑业股东及企业主要人员与东方材料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与公司业务

往来 

神洛塑业自 2018年起租用公司位于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6号的厂

房，2018 年至 2020 年支付租金 601.2 万元，单位租金 20.5 元/平方

米。经与周边企业（经了解，永丰路 8 号某企业出租均价为 19 元/

平方米、永达路 168 号某企业出租均价为 18 元/平方米）出租厂房

价格比对，符合该区域的平均水平，较为公允合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2号的不动产产权（工业用地面积为：

15787平方米；厂房 3栋，建筑面积为 17205.7平方米）。 

2、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6号的不动产产权（工业用地面积为：

11769.9平方米；厂房 2栋，建筑面积为 22847.1平方米）。 

（二）权属状况说明 

上述“交易标的 1、2”均已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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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 2020年 10月 30日公司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

准日（2020年 10月 21 日），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1765.56 万元，较账面净值 5985.84

万元，评估增值 5779.72万元，增值率 96.56%。 

上述不动产出售价款合计 13520万元，较评估价溢价约 14.9%。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东方材料与海尚塑胶不动产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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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浙江海尚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基本情况 

乙方购买甲方坐落在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2号的不动产权，具体为工业用地

面积：15787 平方米；厂房 3栋，建筑面积为 17205.7 平方米。产权证编号：浙(2021)台

州黄岩不动产权第 000363 号，浙(2018)台州黄岩不动产权等 0010892 号。 

3、交易价格 

房屋转让价格 2369 万元；土地转让价格 4499 万元。总价人民币 6868 万元，（大写

陆仟捌佰陆拾捌万元整）。 

4、付款方式 

（1）本次厂房交易总价款分两次付清，签约日乙方支付伍佰万元； 

（2）本次交易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同意过户后 3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部

转让款。 

5、违约责任 

乙方必须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转让款。如乙方不能及时支付，按月息 1%支

付罚金。如乙方逾期超过三个月不付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土地及厂房，乙方所预

付的五百万元定金不予退回。如果甲方违约不出售给乙方，除退还乙方定金外，另需赔偿

乙方伍佰万元。 

6、其他约定 

（1）甲方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该交易产生的税费各自承担。 

（2）甲方保证本次出让的不动产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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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本合同由甲方双方协商确定，如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另签订合同。 

（4）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与正式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甲方原房屋出租给各单位租金按原合同规定执行，待乙方房款全部到位后，次

周甲方出租厂房由乙方收租金。 

（6）本次转让不动产尚需获得黄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

岩分局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如因相关主管部门审批问题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双方可

免除责任。 

（二）东方材料与神洛塑业不动产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证券代码：603110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2021-025 

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台州市黄岩神洛塑业有限公司 

2、基本情况 

乙方购买甲方坐落在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永丰路 6号的不动产权，具体为工业用地

面积：11769.9 平方米；厂房 2栋，建筑面积为 22847.1 平方米。产权证编号：浙(2021)

台州黄岩不动产权第 0003635 号。 

3、交易价格 

房屋转让价格 3210 万元；土地转让价格 3442 万元。总价人民币 6652 万元（大写：

陆仟陆佰伍拾贰万元整）。 

4、付款方式 

（1）本次厂房交易总价款分两次付清，签约日乙方支付伍佰万元； 

（2）本次交易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同意过户后 3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部

转让款。 

5、违约责任 

乙方必须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转让款。如乙方不能及时支付，按月息 1%支

付罚金。如乙方逾期超过三个月不付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土地及厂房，乙方所预

付的五百万元定金不予退回。如果甲方违约不出售给乙方，除退还乙方定金外，另需赔偿

乙方伍佰万元。 

6、其他约定 

（1）甲方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该交易产生的税费各自承担。 

（2）甲方保证本次出让的不动产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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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本合同由甲方双方协商确定，如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另签订合同。 

（4）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与正式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甲方原房屋出租给各单位租金按原合同规定执行，待乙方房款全部到位后，次

月甲方出租厂房由乙方收租金。 

（6）本次转让不动产尚需获得黄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

岩分局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如因相关主管部门审批问题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双方可

免除责任。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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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售的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交易完成后，公司与相关购买方不会产生关联

交易或同业竞争等问题。本次闲置资产出售完成所得的款项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或公

司董事会决定的其他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用途。目前，该资产（厂房）租赁情况如下：（一）

位于永丰路 2 号的厂房目前已出租，根据与海尚塑胶的协议“租金按原合同规定执行，乙

方转让款全部到位后，次周甲方出租厂房由乙方收租金”。（二）位于永丰路 6 号的厂房

为现交易对手方神洛塑业长期租用，先租后买。除此之外，无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出售资产的目的 

本次出售资产目的是盘活公司的部分闲置资产，提高资金流动性，提升上市公司在面

对复杂经营环境的抗风险能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出售的闲置资产为非公司主营业务生产所需用地，不会对公司持续生产经营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出售资产的原因：上述地块原规划用途为三类工业用地，后因城市建设规划

变更，将该用地规划调整为二类工业用地，不能用于化工项目的生产建设，与公司主导产

品所需的用地性质不相符，从而导致土地闲置。 

3、经公司财务部门预测，本次出售资产获得的收益预计使得公司本年度的税前利润

增加约 5000 万元。 

七、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拟出售的闲置资产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相关房屋产权的转让，已获得当地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批准。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两名购买方已按照协议付清转让款。

公司计划近期安排人员办理不动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