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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司《关于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

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内容要求，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组织拟挂牌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贵司提出的《反

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进一步调查，已逐条落实。现将《反馈意

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 

（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

含义。） 

1、2019 年 8 月，亿星集团以其持有的房屋建（构）筑

物及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整体评估值

28,713.97 万 元 人 民 币 ， 先 行 抵 偿 应 付 公 司 的 债 务

38,524,800.80 元，剩余部分按照每股 5.60 元的价格对公司进

行增资，增加注册资本 4,439.5517 万元。根据前两次反馈意

见回复，标的资产中有精品铺两栋（位于川汇区中原路西侧）

不在建筑规划许可范围之列，属于违章建筑，未取得不动产

权证；前述房产已纳入本次债务重组及增资资产的评估范围，

按照市场法进行评估，对应评估价值 51,409,700.00 元，与其

他具有产权证的非临街商铺采用一致的评估方法和评估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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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亿星集团以无证违章建筑用于增

资是否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

基本标准指引》“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

产出资的，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明确权属，财产权转

移手续办理完毕”的要求，公司的规范措施是否合法合规、

是否充分有效，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评估方法、评估资产产

生收益情况等，对两栋无证房产的入账价值及报告期末是否

存在减值情形发表意见。 

 

一、主办券商回复： 

（一）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亿星集团以无证违章建筑用于增资是

否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评估作

价、核实财产，明确权属，财产权转移手续办理完毕”的要求，公司

的规范措施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充分有效，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进

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两栋无证房产出资相关问题，主办券商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查看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相关会议文件以及亿星集团相关

股东会会议文件，了解出资履行的审议程序。 

②取得公司和亿星集团关于无证房产的相关承诺。  

2020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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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及土地评估价值对黄淮农产品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和增资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该

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中水致远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及土地进行评估价值对黄淮农

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和增资的议案》（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明确为了进一步夯实公司出资，亿星集团以其持有的有证房屋建（构）

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 235,730,000.00 元人民币，先行抵偿应付

公司的债务 38,524,800.80 元，剩余部分按照每股 4.44 元的价格对公

司进行增资，增加注册资本 4,439.5517 万元（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152,809,682.20 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时亿星集团将其持有的尚未办理

权属证明的房屋建（构）筑物无偿捐赠给公司，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2020 年 11 月 10 日，亿星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

步完善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及土地评估价值对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债务重组和增资的议案》。 

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控股股东亿星集团出具承诺如下：“黄

淮股份因精品铺规划问题遭受行政处罚，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控

股股东承担。” 

为进一步保证未来资本的充实性，公司和亿星集团于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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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出具承诺如下：“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日后若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事项，两栋无证房产对应确认的资本公积 51,409,700.00 元

用于留存，不用于转增股本。”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亿星集团出具承诺如下：“亿

星集团积极办理两栋无证房产的权属证明，若无法办理由此造成的一

切损失均由控股股东承担。”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亿星集团已将

尚未办理权属证明的房屋建（构）筑物剥离出对公司的债务重组及增

资资产，全部无偿对公司进行捐赠。对公司增资的房屋建（构）筑物

及土地使用权均已经将相关权属证明办理至公司名下，符合《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以实物、知

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

明确权属，财产权转移手续办理完毕”的要求，公司的规范措施合法

合规、充分有效，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二）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评估方法、评估资产产生收益情

况等，对两栋无证房产的入账价值及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减值情形发表

意见。 

关于两栋无证房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形等问题，主办券商执行了以

下核查程序： 

①查验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并与评估师沟通确认两栋无证房产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合理性； 

②对比两栋无证房产入驻商户收入贡献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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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进行减值测试； 

④对比会计准则要求，确认是否存在其他减值迹象。 

（1）经核查，了解到有证和无证房产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中水评估选取的三家可比交易案例分别为周口市华耀城商铺（9,310

元/ m2 ）、中原商贸城商铺（9,150 元/ m2）、周口国际汽配城商铺（9,330

元/ m2），每平米交易价格均在 9,000元以上，并通过对公共配套设施、

交通便捷程度、城市规划限制、景观环境条件等区域因素，以及土地

性质、临街状况、商铺形态、外装修情况、新旧程度、楼层、朝向、

建筑结构、层高、工程质量、平面布置等个别因素进行修正，上述两

栋无证房产评估单价确定为 8,660 元/ m2。 

（ 2）公司以两栋房产的评估价值作为入账价值，合计

51,409,700.00 元，报告期末两栋房产的账面价值为 49,823,941.90 元

（价值均包含所属土地使用权价值）。 

（3）两栋房产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收入贡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10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商户服务收入 1,430,705.66 1,286,818.87 948,353.77 

交易费收入 1,745,987.74 1,521,307.55 1,197,166.04 

市场配套服务收入 309,918.18 348,753.05 298,849.66 

合计 3,486,611.58 3,156,879.47 2,444,369.47 

由上表可见，两栋房产 2019 年度对应收入较 2018 年度增长了

29.15%，2020 年 1-10 月产生的收入已较 2019 年度有所增长，即两栋

房产为公司带来的收益持续增加。两栋无证房产的商铺在报告期内及

报告期后由商户正常使用，不存在闲置情况，且每年服务费价格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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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未因无产权证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4）《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五条规定：存在下

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一）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

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二）

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

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三）市

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

低。（四）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五）

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六）企业内

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

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

者高于）预计金额等。（七）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经逐一对照可知，公司两栋房产在持有期间能够正常经营，为公

司带来持续增加的经济利益，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没有

发生不利变化，市场利率相对稳定；两栋无证房产的可比市价没有出

现大幅度下跌，两栋无证房产未陈旧过时或长期闲置、实体未损坏、

无处置计划，亦无其他表明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5）结合上述两栋房产的客观情况和公司持有意图，采用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测算。根据建筑可使用年限和土地年限较低

者确定回收年限，经测算报告期末两栋房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高于其账面价值，不存在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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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两栋无证房产入账价值合理，报告期末无

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二、公司对披露文件的修订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

成概况”之“（五） 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部分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8）关于增资事项的其他说明 

2020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及土地评估价值对黄淮农产品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和增资的议案》,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该

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明确为了进一步夯实公司出资，亿星集团以其持有

的有证房屋建（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 235,730,000.00 元

人民币，先行抵偿应付公司的债务 38,524,800.80 元，剩余部分按照

每股 4.44 元的价格对公司进行增资，增加注册资本 4,439.5517 万

元（注册资本保持不变），152,809,682.20 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时亿

星集团将其持有的尚未办理权属证明的两栋房屋建（构）筑物无偿捐

赠给公司，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2020 年 11 月 10 日，亿星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进

一步完善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及土地评估价值对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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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债务重组和增资的议案》。 

亿星集团已将尚未办理权属证明的两栋房屋建（构）筑物剥离出

对公司的债务重组及增资资产，全部无偿对公司进行捐赠。对公司增

资的房屋建（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均已经将相关权属证明办理至公

司名下，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

准指引》“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

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明确权属，财产权转移手续办理完毕”的要

求，不构成出资瑕疵且不涉及资金占用未规范完毕的问题，公司的规

范措施合法合规、充分有效，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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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公司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名： 

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11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主办券商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 

王亚辉 

 

主办券商项目组成员：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李斌          李昂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