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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土地置换及厂房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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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公司与榆林金属土地置换及厂房出售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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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关联交易需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产权变更等相关
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上述手续能否顺利办理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截至本次交易为止（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
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街厂区与宁波榆林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林金属”）厂房、土地相邻，部分地块呈狭长凸出状，
为合理优化厂区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与榆林金
属协商一致，于2021年9月27日签订了《土地置换及厂房交易之关联交易合同》。
公司将长街厂区分割的两块土地（A地块面积为1,961.34㎡，B 地块面积为
2,448.69㎡）与榆林金属分割的一块土地（C地块面积为1,481.84平方米）进行
置换；同时，榆林金属受让公司本次置换土地附属三幢厂房（厂房面积分别为500
㎡、505㎡、525㎡）。
本次交易采用评估价格，经华宇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宇信德”）评估， A地块评估价格为1,029,703.50元（含税），B地块评估价
格1,285,562.25元（含税），C地块评估价格777,966.00元（含税），三幢厂房的
评估价格合计为1,405,710.00元（含税）。榆林金属向公司支付土地置换差额
1,537,299.75元（含税） 及附属厂房交易款 1,405,710.00元（含税），共计

2,943,009.75元（含税）。
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四人为公司关联自然人，而榆林金属为四
人实际控制的企业，同时汪永琪、汪兴琪为榆林金属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榆林金属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本次公司与榆林金属土地置换及厂房出售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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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交易为止（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汪兴琪系汪永琪兄弟，汪伟东和汪东敏系汪永琪之子，四人构成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有本公司共计13.81%的股权，通过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
精控股”）间接控制公司22.81%的股权（奇精控股已放弃该部分股权的表决权，
详见公司2021年7月1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股东放弃表决权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1-064）），同时汪伟东任公司董事、总裁，汪东敏任公司副总裁。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1.5条规定，汪永琪、
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四人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榆林金属为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四人实际控制的企业，汪永琪、
汪兴琪为榆林金属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
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榆林金属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榆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宁海县长街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汪永余
注册资本：145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11月13日
经营范围：电镀加工(按环保部门核定的项目内容加工); 金属制品、家用电
器、厨房用具、文具制造、加工;道路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与技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
单的项目。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宁海县孝明电子仪器厂

50.7500

35.0000

2

汪永琪

19.8302

13.6760

3

汪兴琪

19.2647

13.2860

4

张良川

15.7963

10.8940

5

胡家其

15.7963

10.8940

6

汪伟东

11.7813

8.1250

7

汪东敏

11.7812

8.1250

145.0000

100.0000

合计

注：汪永琪、汪兴琪、张良川、胡家其、汪伟东、汪东敏分别持有宁海县孝明电子仪器
厂21.04%、20.44%、16.76%、16.76%、12.50%、12.50%股份。

公司与榆林金属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榆林金属的总资产为8,260.61万元，净资产为-327.48
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10,089.75万元，净利润为100.75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土地
1、基本情况
序号

标的地块
名称

1

A 地块

2

B 地块

3

C 地块

权利人
奇精机械
榆林金属

权利
性质

用途

出让

工业用地

2055.08.03

1,961.34

109,655.16

出让

工业用地

2058.10.30

2,448.69

709,686.01

出让

工业用地

2055.08.03

1,481.84

388,594.32

使用终止日期 面积（m²)

截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账面净值（元）

注：1、A、B 地块土地分别分割自公司宁国用（2013）第 06976 号土地证和浙（2021）
宁海县不动产权第 0003931 号不动产权证；
2、C 地块分割自榆林金属宁国用（2013）第 02800 号土地证。

2、交易价格及方式
根据华宇信德出具的华宇信德评字[2021]第 J-4643 号和华宇信德评字[2021]
第 J-4644 号评估报告， 华宇信德以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

对 A、B、C 地块进行评估。根据宁海县人民政府宁政发〔2017〕51 号《宁海县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宁海县基准地价更新结果的通知》规定，位于长街镇工业园区
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315 元/平方米（折合 21 万元/亩），地块综合修正系数为
1.6667，土地单价为 315×1.6667=525 元/平方米（折合 35 万元/亩）。结合各地
块土地面积，A 地块评估价格为 1,029,703.50 元，B 地块评估价格 1,285,562.25
元，C 地块评估价格 777,966.00 元。
公司以上述评估价格将公司 A、B 地块与榆林金属 C 地块进行置换，榆林金
属支付价格差额 1,537,299.75 元（含税）
。
（二）标的房产
1、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置换的A、B地块附属三幢厂房，基本情况如下
标的厂房

建筑面积（m²) 开始使用日期

厂房一
厂房二
B 地块
厂房三
合计
A 地块

500
505
525

2012.12.31
2017.08.31
2017.08.31

截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账面净值（元）
1,519,520.56
887,400.24
395,943.58
319,922.62
745,238.53
602,152.93
2,660,702.67
1,809,475.79
账面原值

注：上述厂房采用的折旧年限为 20 年。

2、交易价格及方式
根据华宇信德出具的华宇信德评字[2021]第 J-4642 号评估报告，华宇信德
以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对 A、B 地块附属三幢厂房进行评
估。本次评估中，结合当地房屋工程造价现状，一层混合结构建筑物重置价格为
1100-1200 元/平方米。结合各厂房建筑面积和成新率（房屋建筑物成新率＝尚
可使用年限/可使用年限×100%，评估采用的可使用年限为 30 年），上述 A、B 地
块附属房产评估价分别为 420,000.00 元、483,285.00 元和 502,425.00 元，共
计 1,405,710.00 元。
公司以上述评估价格 1,405,710.00 元（含税）将上述附属厂房出售给榆林
金属。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与榆林金属于2021年9月27日签署了《土地置换及厂房交易之关联交易
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土地及附属房产基本情况

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中标的土地和标的房产的基本情况。
（二）转让价格及方式
1、根据华宇信德出具的华宇信德评字[2021]第J-4643号和华宇信德评字
[2021]第J-4644号评估报告，以2021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A地块评估价格为
1,029,703.50元，B地块评估价格1,285,562.25元，C地块评估价格777,966.00
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以上述评估价格将公司A、B地块与榆林金属C地块进行置
换，榆林金属向公司支付价格差额1,537,299.75元（含税）。
2、根据华宇信德出具的华宇信德评字[2021]第J-4642号评估报告，以2021
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A、B地块附属房产评估价分别为420,000.00元、
483,285.00元和502,425.00元，共计1,405,710.00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将A、B地块附属厂房以评估价格1,405,710.00元（含
税）出售给榆林金属。
3、本次土地置换及房产交易事项榆林金属向公司支付含税金额合计
2,943,009.75元（大写：贰佰玖拾肆万叁仟零玖元柒角伍分）。
4、本次交易所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5、因本次交易所发生的评估费用按评估标的所属由双方各自承担。
（三）付款时间及交易流程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榆林金属向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本次
交易款；在榆林金属完成支付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双方移交相应土地和房产。
（四）其他规定
1、双方应互相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等相关手续。
2、双方须保证在合同签订时本次交易的土地及房产不存在债务纠纷、对外
租赁、抵押、质押或被司法机关冻结、查封等权利瑕疵。
3、双方应按合同严格履行，如有违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
失。

4、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确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因本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因无法办理产权变更等相
关手续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诉讼解决。
6、本合同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
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长街厂区与榆林金属厂房、土地相邻，部分地块呈狭长凸出状，影响公
司厂区的布局使用。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长街厂区合理规划布局，提高土地使用
效率，存在必要性。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非日常关联交易如下：2021年4
月12日，公司以评估价格3,510,375 元（含税）为交易价格购买榆林金属位于宁
海县长街镇工业园区 25#、26#厂房，并在公司取得上述厂房不动产权证后 5 个
工作日内全额支付。同时，榆林金属向公司支付土地使用费 191,981.34元（不
含税）。上述交易金额在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上述土地使用费，鉴于上述厂房的不动产权证尚在办
理过程中，公司尚未支付上述厂房的购买款项。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9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土地置换及厂房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汪伟东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书面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旨在优化公司厂区规划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满
足生产经营需要，存在必要性。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
中依法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土地置换及附属厂房出售的关联交易事宜。
八、风险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需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产权变更等相关手
续后方能正式完成，上述手续能否顺利办理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