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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宝利祥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收回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             

并以置换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的公告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根据敦证函[2017]214 号《敦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收回延边宝利祥蜂业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的批复》和延边宝利祥蜂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利祥”）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7年 9月 21

日与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就此事签订了《协议书》。双方同意用评估价值均为

3500万元人民币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进行置换，协议书在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条：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

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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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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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二）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

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和成交金

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

涉及负债的，不适用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因土地置换的双方非股权资产均不涉及负债，所以不适用第二条第三款第

（二）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准审字[2017]1114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76,300,045.13 元，本次土地置换的资产总额均为 35,000,000.00 元。资产总

额占比为 45.87%。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7年9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收回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以置换的方式对公司进行

补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签订协议书的议案》，表决

结果均为：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交易经双方签订协议书，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交易完成后

需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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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机构地址：敦化市翰章大街 2368号, 

主要办公地点：敦化市翰章大街 2368号, 负责人：杨学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22403MB1113007B，机构性质：机关(非法人)。 

（二） 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挂牌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一 

1、 宝利祥房屋建筑物 

序

号 
名称 权证编号 面积（m²） 

房屋所有

权人 
规划用途 

1 库房 
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5293 号 
1445.04 宝利祥 工业厂房 

2 库房 
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5294 号 
1446 宝利祥 工业厂房 

3 库房 
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5295 号 
1092 宝利祥 工业厂房 

4 变电所 
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8501 号 
109.48 宝利祥 工业厂房 

5 综合车间 
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8505 号 
2468.63 宝利祥 工业厂房 

6 办公楼 
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61806 号 
3136.98 宝利祥 办公 

2、 宝利祥土地使用权 

序号 权证编号 面积（m²） 
土地使用

权人 
地类用途 

1 
敦国用（2016）第

003001GB00087号 
18843.00 宝利祥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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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二 

1、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房屋建筑物 

序

号 
权证编号 

房屋建筑面积

（m²） 
权利人 用途 

1 
吉（2017）敦化市不动

产权第 0007652号 
11730.61 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工业 

2 
吉（2017）敦化市不动

产权第 0007653号 
668.69 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办公 

3 
吉（2017）敦化市不动

产权第 0007654号 
54.12 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办公 

2、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土地使用权 

序

号 
权证编号 

宗地面积

（m²） 
土地使用权人 用途 

1 
吉（2017）敦化市不动产

权第 0007652号 

56597 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工业

用地 
2 

吉（2017）敦化市不动产

权第 0007653号 

3 
吉（2017）敦化市不动产

权第 0007654号 

 

（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评估情况：本次双方资产置换涉及的不动产

，定价依据均为评估价格。                                               

1、宝利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评估情况                                                      

根据敦化市恒源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敦恒估”）评估出具

的敦恒估（征）字第[2017]002 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敦恒估利用成本法

对延边宝利祥蜂业股份有限公司坐位于敦化市北环城路 1999 号的 5 栋有照厂

房、1 栋办公楼、附属物及土地进行了征收价值评估。估价目的：为房屋征收

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人的房屋价

值。价值时点：根据估价目的，依据委托方确定的价值时点，即 2017 年 9 月

13 日。价值类型：征收价值。估价结果：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17 年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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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征收价值总价为人民币 3,500.00 万元；总价大写金额：叁仟伍佰万元整。

估价报告的有效期为一年。                                                   

2、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评估情况                          

根据吉林市百益资产评估事务所（简称“吉市百益”）出具的吉市百益评报字

（2017）第 090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吉市百益对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坐

落于敦化市经济开发区的工业用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工业用

房建筑面积合计为 12,453.4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6,597.00 平方米 ，

用途为工业，使用年限至 2060 年 07 月 21 日。评估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是 2017 年 09 月 13 日。本项目房屋建筑物为工业用

房，市场买卖及租赁案例比较少，选用成本法评估；土地使用权为工业用地，

位于敦化市基准地价范围内，且基准地价现势性较强，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09 月 13 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500.00 万

元。评估报告所揭示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 

（四）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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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敦化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乙方：延边宝利祥蜂业股份有限公司 

置换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概况 

1. 敦化市人民政府拟收回的地块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人为乙方，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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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敦国用（2016）第 003001GB00087 号，地号为 222403003001GB00087、坐

落于敦化市北环城路 1999号、面积为 18843.00 平方米、地类：工业；房产证：

1、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5293号，地址：民主街北环城路 1999号、面积：

1445.04 平方米；2、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5294 号，地址：民主街北环

城路 1999 号、面积：1446 平方米；3、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5295 号，

地址：民主街北环城路 1999号、面积：1092平方米；4、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8501 号，地址：民主街航校委 8 组、面积：109.48 平方米；5、敦房权

证敦化市字第 FQ00158505 号，地址：民主街航校委 8组、面积：2468.63平方

米；6、敦房权证敦化市字第 FQ00161806 号，地址：民主街航校委 8组、面积：

3136.98平方米。 

2. 敦化市人民政府用于置换并进行补偿的地块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人为

甲方，1、不动产权证书吉（2017）敦化市不动产权第 0007652号，坐落：敦化

经济开发区 0001001，共有宗地面积 56597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11730.61平方

米，用途：工业用地/工业；2、不动产权证书吉（2017）敦化市不动产权第 0007653

号，坐落：敦化经济开发区 0001001，共有宗地面积 56597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

积 668.69平方米，用途：工业用地/办公；3、不动产权证书吉（2017）敦化市

不动产权第 0007654 号，坐落：敦化经济开发区 0001001，共有宗地面积 56597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54.12平方米，用途：工业用地/办公。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书项下的置换及补偿，本协议书生效后，甲方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变更至乙方名下，乙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变更至甲方名下。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价格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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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土地评估价值确认置换及补偿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价值。 

经吉林市百益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公司出具的吉市百益评报字（2017）第

090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甲方所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价值

为叁仟伍佰万元整；经敦化市恒源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出具的

敦恒估（征）字第[2017]002 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确认乙方所属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价值为叁仟伍佰万元整。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本协议书项下的甲方、乙方所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评估价格均为叁仟伍佰万元整，本次置换完成后双方无需另行支

付差价。 

（二）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敦化市恒源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出

具的敦恒估(征)字第[2017]002 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和吉林市百益资产评

估事务所出具的吉市百益评报字(2017)第 090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资产评

估价值为参考依据,本次交易是置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无需另行支付差

价。 

（三） 时间安排 

协议书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办理置换及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更名手续。 

五、 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经营成果将起到积极作用。公司对本次交易已作出合理

安排，不会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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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延边宝利祥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协议书》； 

（三）吉市百益评报字（2017）第 090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四）敦恒估（征）字第[2017]002 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 

 

 

延边宝利祥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