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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车站搬迁暨资产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交易事项概述 

根据成都市政府关于成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配套枢纽工程的总体规划，四川

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城北客运中心和五块石客运

站（以下简称“两旧站”）被纳入此次扩能改造工程，该两旧站搬迁后将与成都

市火车北站统一改造、建设成成都火车北站综合客运枢纽（暂定名，以下简称“新

车站”）。 

自成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配套枢纽工程项目立项以来，公司立足于企业利益

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与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多轮谈判、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并形成合约。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公司所属两旧站以及规划设计的新车站采用成本

法进行评估，并以该两项评估价值为依据，进行资产置换、差额互补。 

本次资产置换涉及交易金额约 5.4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92%。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出于谨慎考虑，董

事会拟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成都市政府成府阅【2010】231号会议纪要以及《关于确定成都铁路枢纽

火车北站阔能改造工程项目及地方配套工程项目拆迁业务的通知》等相关内容，

确定城北客运中心和五块石客运站的拆迁单位分别为相关政府部门指定的成都市

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成华区危房改造开发办公室。 



（一）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67218034XK 

名称：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房苑横街 106号 1栋 2楼 1号 

法定代表人：袁悦 

注册资金：（人民币）柒仟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 3月 21 日 

经营期限：2008年 3月 21 日至永久 

主要股东：成都市金牛城建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房屋拆迁、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公共设施项目的投

资与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场镇改造、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凭资质证经营）、物业

管理（凭资质证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凭资质证经营）；

其它无需许可或审批的合法项目。 

（二）成都市成华区危房改造开发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7280822994 

名称：成都市成华区危房改造开发办公室 

类型：全民所有制 

住所：成都市成华区万年场上街东景丽苑 B区二楼 

法定代表人：赵新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零捌拾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 1月 8 日 

经营期限：2001年 1月 9 日至永久 

主要股东：成都成华区房地产管理局持股 100% 

经营范围：房地场开发经营（限成都市范围内）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拟置出资产 

1、城北客运中心 

城北客运中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股份”）

所属一级客运站，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二段 91 号，土地使用证面积

19,348.91 ㎡，地面建筑物建筑面积共计 11,684.18 ㎡，评估价值为



233,130,504.00元,详见四川大友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

告》【川友房估 20180286-1号】。 

2、五块石客运站 

五块石客运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站北运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站

北运业”，公司持股 60%）所属一级客运站，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火车北站北路 157

号，土地使用证面积 23,479.05 ㎡，地面建筑物建筑面积共计 7,316.82㎡，评估

价值为 277,615,789.00元，详见四川大友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

产估价报告》【川友房估 20180287-1号】。 

两旧站评估价值合计为 510,746,293.00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两旧站 2015年-2017年度财务收支专项审计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城北客运中心 五块石客运站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41,517,552 34,607,320 26,681,682 46,782,350 39,012,593 33,036,027 

净利润 24,494,149 20,060,979 13,478,404 18,696,710 14,538,141 12,024,854 

（二）拟置入资产 

公司拟置入的资产为成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配套枢纽工程项目（综合客运枢

纽部分）长途客运站 1-2楼(含夹层)，建筑面积约 54150.30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543,890,232.16 元，其中，对应置换城北客运中心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249,211,966.16元，对应置换五块石客运站的资产评估价值为294,678,266.00元。

具体详见四川大友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川友房估

20180286-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川友房估 20180287-2号】。 

四、 合同的主要内容 

搬迁实施单位（以下简称甲方）： 

甲方一：成都市鑫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二：成都市成华区危房改造开发办公室 

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简称乙方） ： 



乙方一：四川富临运业集团成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二：成都站北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搬迁补偿安置合同》主要内容： 

（一）资产置换及搬迁补偿 

1、双方根据上述评估结果进行资产置换、差额互补，乙方需支付补价

33,139,320.00 元，按一次性付款优惠20%计算，实际支付补价26,511,456.00元，

其中，乙方一支付补价 12,861,764.80 元，乙方二需要支付补价 13,649,691.20 元。 

2、两旧站搬迁新建，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房屋装修补偿、政策性补偿、政策性

补助、政策性补贴、提前搬迁奖励及其他补偿共计 26,516,075.44 元，其中支付

乙方一 12,866,022.10元，支付乙方二 13,650,053.34元。 

3、拆迁置换与搬迁补偿品迭后，甲方需支付乙方 4,619.44 元，其中，支付

乙方一 4,257.30元，支付乙方二 362.14元。支付时间为本合同签订生效后 20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二）产权交接 

1、乙方应当在签订本合同同时将被搬迁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含房屋共有权证）、

国土证交付甲方，并委托甲方在本合同生效后向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及国土部门申

请办理被搬迁房屋注销登记事宜。乙方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 90日内腾空搬迁房屋，

并结清水、电、气费后交由甲方拆除。 

2、甲方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 3年内将上述安置房屋交付乙方，并在房屋移交

后 3年内为乙方办理相应权属证书，并交付给乙方。 

（三）结算方式 

实际交付的安置房面积与本合同约定的安置房面积差额部分按以下方式结算： 

1、安置房面积小于本合同约定面积部分，甲方优先提供 1-2楼剩余面积补足，

若仍然不足则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评估单价对乙方进行货币补偿。 

2、安置房面积大于本合同约定面积部分，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可选择按

照本合同约定的评估单价进行补差置换或租赁使用。 

（四）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资产置换以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审计和评估的结果为基础，本

着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双方同意以 2017年 10

月 10日作为评估时点，对公司两旧站以及规划设计的新车站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最终以评估时点的评估价值为基础，进行资产置换、差额互补。 

六、 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一）新车站建设期间的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 

以两旧站 2015 年度净利润为基础，并于两旧站关闭移交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

公司所属企业一次性支付 3年期的停产停业补助，共计 129,572,577.21 元，其中

成都股份为 73,482,446.37 元，站北运业为 56,090,130.84 元；如新站建设期超

过 3年，则按照 2015年度净利润月平均数按月继续支付停产停业补助。若新站建

成移交期限不超过 3 年的，在新站移交后 20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按 2015 年度净

利润月平均数的标准（不足月的按天计算）一次性向交易对方退还多付的停产停

业经济损失补助。 

（二）两旧站职工分流安置补偿 

以两旧站职工分流安置补偿费审计金额为依据，自车站关闭移交之后 20个工

作日内向公司所属企业一次性支付职工分流安置补偿费 23,436,020.53元，其中，

成都股份为 10,833,399.44元，站北运业为 12,602,621.09元。 

上述事项将以补充合同的形式，与本次合同一并签署。 

七、公司预计会计处理方式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假设前提：2019 年 2 月份签订上述合同，3 月份收到合同约定的各种款项且

暂未考虑置换过程中的税收影响。 

1、会计处理原则及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界定，及合同主要内容条款，公司认定本次交易为无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六条对无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规定：“未同时满足本准则第三条规定条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第

八条规定：“企业在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成



本的情况下，发生补价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二）收到补价的，应当以换

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收到的补价并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

成本，不确认损益。”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对置入资产入账价值按照置出资产账面价值减去收到补

价后差额确认，不确认损益；并根据《搬迁补偿安置合同》的约定，以收支相抵

消后的最后差额认定为补价，即本次资产置换收到补价 4,619.44 元，其中，成都

股份收到补价 4,257.30元，站北运业收到补价 362.14元。 

2、预计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 

按照《搬迁补偿安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时，成都股份需交付被搬迁房屋

的权证、国土证，合同生效后，办理注销登记事宜。公司预计 2019年 2月签订合

同并交付相关权证，相关会计处理如下（以 2019年 1月份数据为假设基础计算）。 

截止 2019年 1月 31日，城北客运中心置出资产账面价值约为 2,400.00万元

（含收购时评估增值摊余成本），减去收到补价约 0.43 万元后，置入车站入账价

值约为 2,399.57 万元。公司于合同签订并交付权证时，将置出资产账面价值

2,400.00 万元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收到补价 0.43 万元时冲减其他非流动资产，

未来新车站交付公司时，将其他非流动资产价值 2,399.57万元转入固定资产。 

截止 2019年 1月 31日，站北运业置出资产账面价值约为 11,500.00万元（含

收购时评估增值摊余成本），减去收到补价约 0.04 万元，置入车站入账价值为

11,499.96万元。公司于合同签订并交付权证时，将置出资产账面价值 11,500.00

万元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收到补价 0.04万元时冲减其他非流动资产，未来新车

站交付公司时，将其他非流动资产价值 11,499.96万元转入固定资产。 

3、公司所属两车站的搬迁及资产置换事项，经过公司经营层的积极努力，取

得了符合公司预期的效果，最终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

数据为准。 

八、其他 

后期，公司将根据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交易双方拟签署的《搬迁补偿安置合同》及《补充合同》； 



2、成都市政府成府阅【2010】231号会议纪要以及《关于确定成都铁路枢纽

火车北站阔能改造工程项目及地方配套工程项目拆迁业务的通知》； 

3、城北客运中心及五块石车站的《评估报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日 


