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2-146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联营公司分红预案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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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同

意联营公司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竺实业”）分红预案，其中分

红给予上市公司 11,760 万元，以雍竺实业持有 862个车位作为实物分红、46.58

万元作为现金分红。 

 本次分红预案中雍竺实业以其持有 862 个车位资产作为实物分红的安排

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分红事项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尚需雍竺实业股东

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除收到雍竺实业 607.60 万元的分红

外，公司与雍竺实业未进行过交易。 

 本次分红完成后，公司将获得 1.176 亿元的分红，具体为 862 个车位的

实物资产分红及 46.58 万元的现金分红。同时，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将

相应减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签署正式资产转让协议。具体条款尚待雍

竺实业股东会通过后方可确定，本次分红事项尚需雍竺实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

是否获得股东会同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鉴于本次事项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联营公司拟分红情况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联营公司雍竺实业《关于召开 2022年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会议拟审议《关于分红预案的议案》。现将该分红预案情况说明如下： 

雍竺实业根据其《章程》及实际情况，拟分红 24,000 万元，其中分红给予

股东浙江广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广福”）12,240 万元，以雍

竺实业其他应收款中的 12,240 万元债权进行支付；分红给予股东浙江东望时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760 万元，以雍竺实业持有 862 个车位资产加上 46.58 万

元现金进行支付。 

本次分红预案中，车位资产已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评估，

评估总价值为 11,713.42 万元（含税），并由雍竺实业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应资产

转让协议进行过户确权。 

二、 本次分红预案涉及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 本次分红预案涉及的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1、目的及基本情况 

鉴于本次雍竺实业分红预案中涉及实物分红即 862个车位，上述车位的评估

总价值为 11,713.42 万元（含税），雍竺实业拟将上述车位以评估总价值作价分

红给上市公司，并签署相应资产转让协议进行过户确权。 

2、历史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个月，除收到雍竺实业 607.60万元的分红外，公司

与雍竺实业未进行过交易。 

3、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分红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尚

需雍竺实业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 关联人介绍 

1、关联人关系介绍 

雍竺实业为公司与浙江广福的联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6.3.3 条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2、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110097046944L 

3）成立时间：2014年 4月 1日 

4）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星桥街道欢西路 1号 6幢 

5）法定代表人：王勤 

6）注册资本：104,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尾盘销售及工程后续事务处理）；实业投资（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旅游资源开发，农业休闲观光；果蔬种植；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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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浙江广福持有雍竺实业 51%股权，东望时代持有雍竺实业 49%

股权。 

3、财务状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总资产 176,153.69 176,787.45 

总负债 36,313.74 36,569.62 

净资产 139,839.94 140,217.84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营业收入 5,001.83 973.51 

利润总额 392.73 289.10 

净利润 594.64 289.10 

4、独立性 

除公司拥有雍竺实业 49%股权外，雍竺实业与公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5、履约能力分析 

雍竺实业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用于分红的实物资产权属清晰，在本次

交易中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本次拟分红实物的基本情况 

（一） 拟分红实物 



 

拟实物分红情况：862 个车位，分别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的“锦上庭”

小区车位 266个和“苏荷苑”小区车位 596 个。 

（二） 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拟分红涉及的车位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三） 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次拟进行实物分红所涉及的车位分别为雍竺实业持有的“锦上庭”小区车

位 266 个和“苏荷苑”小区车位 596 个。“锦上庭”的 266 个车位建成于 2017

年 12 月，“苏荷苑”的 596 个车位建成于 2018 年 6 月。上述车位均未投入使

用，不存在计提折旧情况。 

四、 本次拟分红实物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 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拟分红给予上市公司的车位作价为 11,713.42万元，该作价依据为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2 日出具的编号为浙联评报字

[2022]第【535】号的《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实物资产分红涉

及的 862 个车位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二） 评估情况 

1、评估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常用的房地产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成本法、

收益法、假设开发法。 

在本次估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根据评估对象现场勘查和有关资料的收集情

况，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根据各种评估方法的适用范围、使用条件，结合评估

目的，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对于住宅车位，由于待估对象周边房地产市场车位出租案例太少，公开市场

较难获得出租实际案例，故本次不适宜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由于评估住宅车位

市场交易活跃、可取得同一小区近期车位出售案例，故本次适用市场比较法评估；

因为待估对象原始建造资料无法取得，无法对原始建造成本进行核实，故本次不

适宜选用成本法进行评估；由于待估对象不涉及后续开发建设，故本次不适宜选



 

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综上，本次车位评估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2、评估基准日：2022年 12月 8日 

3、重要评估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

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

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

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

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

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

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4）房地产市场假设 

本次评估假设国家政策、经济环境、房地产本身的状况等因素不发生重大变

化，委托人及产权持有者提供的基础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评估不考虑通

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4、评估结果 

评估人员经实施资产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

出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实物资产分红涉及的 862 个车位在评

估基准日 2022年 12 月 8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实物资产分红涉及的 862 个车位含

税评估值为 11,713.42 万元。 

五、 实物分红涉及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雍竺实业及上市公司商定，若本次雍竺实业股东会通过《关于分红预案的



 

议案》，为保证上述车位的过户确权，双方初步协定拟签订的《车位转让协议》

将包含以下主要条款，具体条款将以最终签订版本为准。 

（一） 交易双方 

转让方（甲方）：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合同标的 

甲方向乙方进行实物分红，并据此向乙方转让的车位使用权。乙方特此同意

受让前述车位使用权。 

（三） 车位价款、发票及税费 

1、双方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的车位按个计价，总价大写：人民币壹亿壹

仟柒佰壹拾叁万肆仟贰佰元整，小写：￥117,134,200 元。 

2、乙方无需就本次车位转让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 

3、双方同意，甲方应根据乙方办理车位过户手续的进度向乙方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4、如车位在使用权期限内需缴纳税、费，由甲、乙方按法律规定和本协议

的约定各自承担交纳。 

（四） 车位的交付 

1、鉴于车位已具备交付条件，甲方应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车位交接及过户

手续，并按照乙方的要求提供办理交接及过户手续所需的有关材料。 

2、该车位的面积、高度、宽度、装饰、设备、设施等产品标准及其周边相

邻关系以交付时的现状为准。 

3、车位的建筑质量以甲方向乙方交付时的状况为准，乙方对车位质量有异

议的，应当在接收车位时书面提出。车位交付使用后，双方对车位的建筑质量产

生争议的，以建筑物所在地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书面质量评定意见作为处理争议

的依据。 

六、 本次分红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分红完成后，公司将获得 1.176 亿元的分红，具体为 862个车位

的实物资产分红及 46.58万元的现金分红。同时，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将相应减少。 



 

（二）本次分红事项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分红事项完成后

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亦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 应当履行的程序 

（一）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联营公司分红预案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计委员会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吴翔先生回避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并

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二）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同意联营公司分红预案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吴翔先生回避表决）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均同意该

议案内容。 

（三）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独立意见主要内

容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是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基于《章程》和现有情况拟向股

东进行分红预案中的部分安排，有利于保障公司整体权益。 

2、公司已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对车位资产进行了评估

工作，车位的作价公允、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公司拟与联营公司签订协议中的主要条款，保障了公司的利益，有利于

后续分红实物的确权。 

4、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交易客观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此项议案。 

（四）本次交易已完成评估备案，并已取得主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正式批准。 

八、 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签署正式资产转让协议。具体条款尚待雍竺实

业股东会同意分红议案后方可确定，本次分红事项尚需雍竺实业履行决策审批程

序，是否获得股东会同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鉴于本次交易事项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