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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1-019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新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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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资产运行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位于石家

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部分新建厂房

（具体为9、10、14、17、18、21、22、23、24号厂房和7、8、27部分厂房）及其

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合计12,643.0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河北元英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河北恒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河北厚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华安全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河北佰德热力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莲欣医疗器械河北有限

公司、石家庄千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程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裕恒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正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长佳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石家庄密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金优学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盾诺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为提升资产运行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与河北元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恒拓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河北厚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华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河北佰德

热力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莲欣医疗器械河北有限公司、石家庄千仟医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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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石家庄程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裕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正

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长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密康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石家庄金优学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盾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凯

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受让方”）签署《厂房转让合同》，将

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部分

新建厂房（具体为9、10、14、17、18、21、22、23、24号厂房和7、8、27部分厂

房）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合计12,643.08万元（含税）的价格出售给上述受让

方。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

售部分新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其中同意股东所持股份数为 59,191,614

股，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0%；反对股东所持股份数为87,700股，

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0%；弃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为 0 股。会议同意

公司以不低于评估价值的交易价格出售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路 8 号科

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部分新建厂房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资产转

让价格将根据最终交易结果确定。该事项具体审议情况及审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拟出售部分新

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以及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5）。 

本次交易的实施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交易价格未低于评估价值。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河北元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元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

制造基地10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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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230931446353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06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服务，档案数字化加工，档案保护、档案修复、

档案整理、档案复制、档案裱糊、档案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扫描及

存储设备、办公用品及耗材、档案装具、库房管理系统、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

件、监控设备、办公软件、通讯器材、电子产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办公家

具、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销售。 

主要股东：李宝军持有90%股份，苏兰庄持有10%股份。 

2、河北恒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恒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

制造基地14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思晗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2MA07UW3DX7 

成立日期：2016年09月02日 

经营范围：金属成形机床、连续搬运设备、机械零部件、金属丝网制造；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主要股东：刘思晗持有100%股份。 

3、河北厚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厚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槐安路与时光街交口翠堤春晓商业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潘洪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MA0CG3U04Y 

成立日期：2018年6月29日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及生态保护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咨询服务，土壤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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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评估服务，土壤质量及地质环

境检测服务，矿山修复服务；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服

务；地质勘查；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水资源调查评价服务；

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水文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河北晶淼环境咨询有限公司持有69%股份，石家庄光和工程项目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20%股份，石家庄佰禄工程项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11%

股份。 

4、河北国华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国华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槐安西路88号卓达中苑商务大厦C座620室 

法定代表人：郑彬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750276559K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10日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环保工程、防腐保温工程、电力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特种设备凭许可证经营）工程的施工，消防工程的设计、施工，

消防设施检测及技术咨询，消防设备维修，汽车销售，消防安全评估咨询，消防

器材、消防设备、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国家专控除外）研发、生产（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销售，电力设备、防水防腐保温材料、防火材料的销售。 

主要股东：郑彬持有股份22%，刘世红持有股份22%，穆启军持有股份28%，史

瑞雪持有股份28%。 

5、河北佰德热力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佰德热力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A17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存华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320195951R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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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热力设备工程技术研发；中央空调、热泵、水处理设备、机电设

备、物联网设备、锅炉自动化控制设备的销售、安装、维护、保养及租赁；低压

成套电气设备及配件的组装、销售；锅炉燃烧器低氮改造、安装；锅炉、空调设

备清洗；烟气在线监测；工业废气废水治理，节能技术推广；环境保护监测设备

研发与销售；环保工程设计与施工；高压电机锅炉、电蓄热锅炉、常压热水锅炉

及辅机设备、节能设备的研发与生产；锅炉及辅机设备的安装、维修、改造（凭

许可证经营）；压力管道工程施工（凭许可证经营）；供热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主要股东：高存华持有100%股份。 

6、莲欣医疗器械河北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莲欣医疗器械河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寺家庄村远航路8号16号楼 

法定代表人：雒东明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MA07W9QLX0 

成立日期：2016年09月21日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生产（凭许可证经营）、研发及销售（凭许可证经营），

温湿度控制器、变送器、传感器、监控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

生产、销售、租赁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安防工程、通信工程、弱电工程

的设计及施工，冷链冷冻冷藏设备、制热产品设备、热泵烘干设备、冷库、保温

板、制冷机组、医用制冷保温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安装，保健器材、

无障碍设施及配件的生产、安装、销售、租赁及维护服务，食品加工（凭许可证

经营）、食品销售（凭许可证经营），化妆品、卫生用品的批发、零售，空调制冷

设备、发电机、启动机、汽车、家用电器、影视传媒器材的销售，塑料制品、金

属制品、日用及应用橡胶制品、电线电缆、办公设备的销售，健康管理咨询（治

疗、诊疗除外），美容、美发服务，个人形象设计，保健按摩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有房屋租赁、计量服务，检测服务。 

主要股东：北京龙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100%股份。 

7、石家庄千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石家庄千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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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

制造基地23号楼-02 

法定代表人：刘保立 

注册资本：7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0FPM7YX4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6日 

经营范围：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医疗器械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推广，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医疗器械

的生产、销售及维修，健康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教育、期货、

投资除外），环保设备、仪器仪表、按摩器材、健身器材、化学试剂、日用百货、

办公用品、五金产品、实验室成套设备及耗材的销售。 

主要股东：石家庄商贸有限公司持有50%股份，李晓持有30%股份，吴红芳持

有20%股份。 

8、石家庄程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石家庄程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石家庄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产业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

基地2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梅芝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OFTMF127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03日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应用软件开发；物联网

技术服务。 

主要股东：王梅芝持有99.33%股份，程维胜持有0.67%股份。 

9、河北裕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裕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产业园27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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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磊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0G14B756 

成立日期：2021年02月23日 

经营范围：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医药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场地租赁；

会议服务。 

主要股东：石家庄科迪药业有限公司持有100%股份。 

10、河北正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正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产业园2号楼2单元5楼 

法定代表人：张佳欣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09884573X6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8日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保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发及销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技术咨询；环境污染治理；环保工程设计、施

工；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维修；节能技术咨询；编制水平衡测试报告；编制碳排放

报告。 

主要股东：卞京凤持有100%股份。 

11、石家庄市长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石家庄市长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

地7号楼1-101、1-102  

法定代表人：张国庆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66109274X6 

成立日期：200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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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液压设备、液压元件的销售，自动加煤装置、油压系统升级设备

和不停炉下灰设备的研发、加工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要股东：张国庆持有90%股份，张丽宏持有10%股份。 

12、石家庄密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石家庄密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

地8号楼1-104 2-204 

法定代表人：张少伟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OGDFE29T 

成立日期：2021年5月19日 

经营范围：教育软件的教育开发，音像制作，仓储租赁，图书、文化用品的

销售。 

主要股东：张少伟持有90股份，张克持有10股份。 

13、石家庄金优学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石家庄金优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

地8号楼1-103 2-203  

法定代表人：李成玉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OGCYA702 

成立日期：2021年5月14日 

经营范围：图书的软件开发；仓储配送；图书、报刊、期刊、电子出版物、

音像制品的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主要股东：李成玉持有70%股份，李树持有30%股份。 

14、石家庄盾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石家庄盾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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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8号科林产业园18号楼  

法定代表人：党文革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5580978282E 

成立日期：2011年08月23日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

产品（危险品除外、易制毒除外）、橡胶制品、钢材、不锈钢制品、五金交电的销

售，电子产品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特种设备除外）安装、维修。 

主要股东：党文革持有80%股份，刘慧娟持有20%股份。 

15、石家庄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石家庄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寺家庄村红旗大街远航路8号科林电气

产业园17号楼 

法定代表人：管宇伟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0E822B1D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31日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服务；生物药品制造；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卫生

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制造；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医疗器械

设备专业修理；智能医疗设备维修；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通用设备修

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检验检疫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医疗、医药咨询服

务；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 

主要股东：广州凯普医学检验发展有限公司持有100%股份。 

（二）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 

河北元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恒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河北厚壤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河北国华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河北佰德热力设备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莲欣医疗器械河北有限公司、石家庄千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程枫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裕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正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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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长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密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金优学

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盾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亦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公司将在受让方完成全部转让价款的支付后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因此本次交

易不存在交易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权证编号 
不动产

单元号 
权利人 位置 

使用期

限 
用途 

权利类

型 

权利性

质 

涉及土地

不动产权

证 

建筑面积（㎡） 
本次出售面

积（㎡） 

冀2021鹿

泉区不动

产权第

0000724号 

1301851

03001GB

00020F0

0090001 

石家庄

科林电

气股份
有限公

司 

石家庄市鹿泉区寺

家庄镇远路8号科林

电气高端智能电力

装备制造基地9、10、

13、14、17、18、21、

22号楼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2068年5

月8日止 

工业用

地/厂
房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房屋

所有权 

出让/

自建房 

冀2018鹿

泉区不动

产权第

0006438号 

9号房屋2,004.33 2,004.33 

10号房屋2,004.33 2,004.33 

13号房屋2,004.33  

14号房屋2,004.33 2,004.33 

17号房屋2,004.33 2,004.33 

18号房屋2,004.33 2,004.33 

21号房屋2,004.33 2,004.33 

22号房屋2,004.33 2,004.33 

冀2021鹿

泉区不动

产权第

0000726号 

1301851

03001GB

00020F0

0120001 

石家庄

科林电

气股份
有限公

司 

石家庄市鹿泉区寺

家庄镇远路8号科林

电气高端智能电力
装备制造基地12、

23、24、27、28号楼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2068年5

月8日止 

工业用

地/厂
房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房屋

所有权 

出让/

自建房 

冀2018鹿

泉区不动

产权第

0006438号 

12号房屋2,852.48  

23号房屋2,852.48 2,852.48 

24号房屋2,852.48 2,852.48 

27号房屋2,852.48 1,426.24 

28号房屋2,852.48  

冀2021鹿

泉区不动
产权第

0000568号 

1301851

03001GB
00020F0

0070001 

石家庄

科林电

气股份

有限公

司 

石家庄市鹿泉区寺

家庄镇远路8号科林

电气高端智能电力

装备制造基地7、8

号楼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2068年5

月8日止 

工业用

地/厂

房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房屋

所有权 

出让/
自建房 

冀2018鹿

泉区不动
产权第

0006438号 

7号房屋9,363.23 2,899.11 

8号房屋12,430.26 2,485.92 

合      计 52,090.53 26,546.54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说明 

本次拟出售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不存在质押和涉及该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

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项。 

（三）交易标的账面价值 

本次出售的新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如

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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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账面原值 6,458.81 7,290.79 

已计提折旧 74.13 81.28 

账面净值 6,384.68 7,209.51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河北永信瑞诚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影响

估价对象房地产重置成本价格的各项因素后，出具了《房地产估价报告》（冀永信

瑞诚[2021]房估字第083/084/082号），具体评估结论如下：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

果，以2021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评估总值为18,601.53万元，本次出

售厂房的评估价值为9,479.76万元。 

估价报告编号 不动产权证编号 建筑面积（㎡） 评估单价（元） 
评估价值总价（万

元） 
本次出售部分评估
价值（万元） 

冀永信瑞诚[2021]
房估字第083号 

冀2021鹿泉区不动
产权第0000724号 

16,034.64 

3,571.00 

5,725.97  5,010.22 

冀永信瑞诚[2021]

房估字第084号 

冀2021鹿泉区不动

产权第0000726号 
14,262.40 5,093.10  2,546.55 

冀永信瑞诚[2021]

房估字第082号 

冀2021鹿泉区不动

产权第0000568号 
21,793.49 7,782.46  1,922.99 

合      计 52,090.53 3,571.00 18,601.53 9,479.76 

上述资产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

媒体上披露的《房地产估价报告》。 

（五）交易标的成交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以河北永信瑞诚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

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结合石家庄市周边区域的市场价值及升值预期，

以及公司前期对厂房的建设费用支出等综合因素，最终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含税

价共计人民币12,643.08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分别与河北元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恒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厚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华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河北佰德热力设

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莲欣医疗器械河北有限公司、石家庄千仟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石家庄程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裕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正旭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长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密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金优学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盾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凯普医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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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签署了《厂房转让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统称乙方）：河北元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恒拓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河北厚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华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河北佰

德热力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莲欣医疗器械河北有限公司、石家庄千仟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程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裕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河北

正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长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密康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石家庄金优学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盾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

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1、坐落位置：该房屋坐落于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9、10、14、

17、18、21、22、23、24、7-1-101、7-1-102、7-5-501、8-1-103、8-1-104、8-2-203、

8-2-204、27-2号厂房，所属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冀2021鹿泉区不动产第000724

号》、《冀2021鹿泉区不动产权第0000726号》、《冀2021鹿泉区不动产权第0000568

号》。 

2、房屋结构：该房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3、消防等级：该房屋设计消防等级为“厂房戊类”。 

4、房屋用途：厂房。 

5、房屋建筑面积：该房屋不动产权证建筑面积合计为26,546.54平方米。 

6、房屋用地面积：本项目报请政府规划部门批准的建筑容积率为1.30，由此

计算得出该房屋用地面积为20,440.80平方米（计公式：房屋用地面积＝房屋建筑

面积×0.77）。 

（二）合同价款及相关费用 

1、甲乙双方约定按下述方式计算合同价款： 

合同总价款=房屋建筑面积×每建筑平方米单价。 

2、该房屋合同价款总金额12,643.08万元。  

3、上述合同转让价款已包含房屋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房屋用地面

积为计算土地使用税的缴税依据。在房屋交付使用之前，其用地面积所产生的土

地使用税由甲方承担，房屋交付之后由乙方承担。乙方不能独立缴纳时由甲方代

收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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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屋交付之后所发生的水费、电费、天然气费、取暖费、通讯网络费、物

业费及相关税费均由乙方承担并自行向相关部门交纳，由于无法分户计量或乙方

不能独立交费的由园区物业管理公司依照政府规定的标准代收代缴。 

（三）付款方式及期限 

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执行下列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7,585.85万元，至合同总价款

的60％。 

（2）2021年8月1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40％的合同转让价款，计人民

币5,057.23万元。 

（四）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额支付合同价款，逾期但不超

过90天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款额万分之三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至应付

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合同继续履行；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额支付应付合同价款，累计逾期超90天的，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被解除后，乙方应按照合同价款总金额的20％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甲方在扣除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后，将剩余购房款退还

给乙方。 

3、合同解除时乙方已实际占用（或占有）标的物的，乙方应自甲方解除合同

通知送达之日起壹拾伍日内将房屋（含房屋涉及的土地以及其它附属物）腾空恢

复原状并解除租赁及抵押（如有），每逾期一日，乙方按合同总价款的1%向甲方支

付占用费，并且甲方有权自行或请第三方将房屋（含房屋涉及的土地及其它附属

物）腾空恢复原状，乙方遗留在标的物范围内的物品视为乙方放弃所有权，并可

由甲方任意处置，发生的费用、损失及纠纷，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在扣除相关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后，将剩余购房款退还给乙方。 

（五）房屋交付期限 

1、甲方应在2021年5月31日前，将符合本合同约定交房标准的房屋交付给乙

方使用。如乙方未能足额支付房屋交付前应交的合同款的，甲方有权暂不向乙方

交付房屋。 

2、房屋达到交付条件后，甲乙双方共同进行验收交接并签署《房屋交接确认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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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到或视为收到甲方交房通知后，超过房屋交付时间30日乙方仍未办理房

屋交付手续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甲方有权扣除合同总价款的20% 

作为违约金，剩余房款退还乙方，甲方有权将该房屋另行出售。 

4、甲方自该房屋交付之日起，按照国家《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管理办法》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 

5、合同期间遭遇不可抗力，且甲方已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15日内告知了乙

方，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甲方可据实予以延期交房。 

（六）甲方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逾期交付房屋但未超过90日的，每逾期一日，按照乙

方已交房款额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向乙方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合同继续履

行；  

2、甲方逾期交付房屋超过90天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甲方应

按合同总金额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将已收取房款全部退还给乙方。 

（七）关于房屋权属转移的约定 

1、甲方应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第四条之约定完成合同价款总金额支付之日起12

个月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须由甲方提供的所需资料提交至产权登记机关。如乙方

未能按期达到转移条件，造成甲方逾期报送权属登记资料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

任并有权顺延报送期限。 

2、在房屋权属过户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双方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资产评估费、交易手续费由甲方承担；契税由乙方承担；印花税由

甲乙双方按照规定各自承担）。 

3、如遇本合同所称的不可抗力或国家及当地政府的政策调整，则顺延办理，

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并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合同首笔付款之日

起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新建资产未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未产生同业竞争。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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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部分新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事项，有利于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

公司运营成本，增加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结构优化和管理效率，符

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 

本次出售新建资产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主营业务投入，

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 

本次出售新建厂房预计产生3,178.54万元（不含税）的资产转让收益，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8.81%，本次交易对公司净

利润的影响及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审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房地产估价报告》（冀永信瑞诚[2021]房估字第083/084/082号）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